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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我是超市先生！
讓我為各位服務

說明職場心理健康知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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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序

黃世傑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世界衛生組織 (WHO)2019 年 5 月發布關於過勞

本市商業處 2019 年 9 月統計，登記於本市之事

但已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職場現象，且 WHO

共計 63,878 家，占本市 26.8%，且批發及零售

(burn-out) 之相關訊息，雖然過勞並非疾病，
將於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ICD-11) 中更加詳細定

義「過勞」為一種長期工作壓力且未能妥善處
理之綜合症，並預定於 2022 年生效；本國「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亦於 2017 年 11 月進行修正

調整，並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從原訂 300 人
以上之事業單位依法須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

理臨場健康服務之標準，下修為 200 至 299 人，
且每兩年下修一次，至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勞

工總人數在 5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皆須設置醫

護人員，由此可知，勞工之身心健康已日漸受
到重視，勞工之心理健康亦不容小覷。

本局為增進職場員工心理健康，除了與勞動

局、本市事業單位合作辦理心理衛教講座外，
於 2012 年曾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編製全行業皆可

使用的「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業單位行業別以「批發及零售業」為最大宗，
業工作型態及工作環境多樣，有些商家採 24 小

時營業且需輪班，或是臨櫃人員遇久站、肌肉
骨骼相關身體適應問題等，本局也實際諮詢上

述行業之健康服務人員，發覺在人際相處、家
庭照顧議題上，都出現職場員工常見的心理壓

力，是故本年度本局進一步規劃「批發及零售
業」EAP 手冊，並以「職場心理健康」、「健

康管理」及「工作調適」三方向，來說明該職
場 EAP 協助特性。

期許不論是在工作職場奮鬥的員工，還是照顧
職場員工身心健康的服務人員，或是各階層之

主管，在考量銷售營利外，不忘照顧自己的身

[

A

Work-oriented

職場員工心理健康
協助方案推動概念

]

心健康，建立友善的職場環境，並適度的紓解
壓力，才能戰勝自己、打贏職場生存戰！

手冊」，提供本市事業單位之健康服務人員運
用；因考量各行業之工作型態及工作方式有其
差異性，於 2017 年特針對醫療保健服務業 EAP

手冊，以符合該行業之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需求，並於 2018 年針對上述行業人資人員、駐
廠護理師及相關健康服務人員安排手冊使用之

教育訓練，讓手冊得以發揮其效用，並能順利
運用於職場實務中，提升本市職場員工心理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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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員工心理健康協助方案概述

林桂碧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批發及零售業定義、行業特性、員工特質

臺灣服務業共分 12 項大類行業，其中由企業家數、員工人數及生產毛額的占比來看，批發及零售業
最大。以下針對批發及零售業定義、行業特性、員工特質，予以敘述。

一、批發及零售業行業標準定義與分類
按「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凡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理之行業均屬之。銷售商
品所附帶不改變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如簡易包裝、清洗、分級、安裝、修理等亦歸入本類。

❶ 批發業

係以銷售大宗商品為主，其銷售對象多為機構或產業（如中盤批發商、零售商、工廠、公司行號等）；
非消費性耐久財（如農業機械、重型卡車等）之銷售，即使僅少量交易亦歸入本類。

❷ 零售業

其銷售對象以一般民眾為主，有時亦對機構或產業銷售商品（如文具、個人電腦）。
其經營方式如下：

1. 綜合商品批發：從事涵蓋三類小行業以上商品 ( 如食品、衣著及家庭電器類 ) 批發之行業，由於本
業商品種類較多，故不需以主要銷售商品歸類。

2. 綜合商品零售：從事涵蓋三類小行業以上商品零售之行業，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式便
利商店、零售式量販店、其他綜合商品店 ( 如雜貨店、消費合作社及非連鎖式便利商店 )。

3. 無店面零售：從事以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宣傳、自行印製郵購或電子購物目錄、直接登門拜訪、

在家展示等方式零售有形商品之行業，包括：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郵購、直銷、自動販賣機業等。
4. 商品經紀：從事有形商品買賣居間說合而收取佣金之行業。但擁有商品所有權之代理經銷商應按
代理商品種類歸入適當批發業；從事不動產經紀服務應歸入不動產經紀業。

5. 批發：指以銷售大宗商品為主，其銷售對象多為機構或產業。如：從事國際貿易或商品批發代理之廠商。
6. 零售：指從事商品零售為主，其銷售對象多為家庭或一般民眾，如百貨行、零售店、加油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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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發及零售業行業特性
大抵上，我國批發及零售業的特性與趨勢分別
如下：( 工作大贏家，2006：8)

❶ 連鎖化與專業化

隨著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的增加，業者進行連鎖

化以擴大商店數量、透過共同採購擴大採購規
模、降低進貨成本，同時可享規模經濟的好處。

❷ 產業持續整合

由於零售市場競爭激烈，大型業者已有向後整
合物流作業和參與製造的趨勢，朝向垂直與水
平整合的方向發展。

❸ 大型化之發展

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取得利基，批發零售

❼ 多元通路時代來臨

電視購物大戰，另外還有郵購通路的競爭，顯
見多元通路時代來臨，消費者選擇更加多元。

至於批發業的部分，則是愈來愈感受到來自零

售商的競爭壓力。現代的連鎖形式，如超大市
場等，往往更多地點依賴於直接配送，因而從
批發商那裡帶走銷售比率；此外，更多的物流
倉儲服務商也正在瞄準小型零售商，成為批發
商的直接競爭對手。因此為因應市場環境的變

化，批發商必須重視擴大其產品陣容、提供通

路行銷等加值服務，深化與零售業的合作關係，
或通過與其他批發商合併進行擴張，才能確保
其在產業鏈中的重大影響力。

三、批發及零售業員工特性

業朝向大型化方向發展，不僅增加賣場面積與

批發零售業是一個非常強調顧客服務的行業。

持續擴展營業據點。

要很樂觀，有很強的情緒管理能力，自我排解

商品品項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求，也

❹ 國際化的趨勢

過去，台灣零售業的國際化一直是接受的一方，
但近年來台灣零售業也踏上大陸，嚴格說來，
雖算不上是真正的跨國性連鎖經營，但終究是
走出了第一步。

❺ 業態與商品的多元化

由於消費者偏好不同且多元，使得業者利用市

場區隔，針對不同客層形成的各種業態，以增
加獲利空間。如電子商務的發展。

❻ 電子商務的蓬勃

網際網路盛行所引發的「電子商業革命」正在

改變整個零售批發體系，包括顧客購買流程、
企業行銷技巧、及業者經營型態的改變。

工作的壓力很大，不只是體力的勞動，還必須
壓力。甚至「你會碰到什麼樣的顧客不知道，

即使你覺得你沒錯，造成客怨，你還是會被公
司指責。」遇到週年慶時，往往一早來上班，
站到晚上 11 點才下班，體力是一大負荷，又要
保持好的服務態度。關於批發及零售業 ( 含綜
合商品零售業 ) 員工特性簡述如后：

❶ 批發業

批發業因為各職類別的工作環境、對體能之需

求差異性相當大。例如：搬運工體能的耗損大；
外部銷售人員普遍需要良好的體力（外部銷售

人員必須定期拜訪、巡視各零售點銷情形）；
多數的管理、行政助理和行銷人員則於室內（辦

公室）工作；至於配送、搬運人員由於行車期
間長，在體能、注意力都必須維持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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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零售業

換言之，員工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已，

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 EAPs 服務。總之，每個

此受僱員工流動率較高。同時因為營業時間長，

EAPs 協助的對象除了員工之外，還包括家屬、

場組織之文化、架構、問題和需求而規劃設計

屬於勞力密集度較高的行業，工作時間長，因

又是需站立或行走，少有機會休息，易發生姿
勢性下背痛、尿道感染等症狀；也可能因為長
期保持同一姿勢而造成神經壓迫，發生疼痛、
麻木、活動度下降的情形；有時因需要向顧客
介紹商品而出現聲帶使用頻率高、聲音沙啞的

情形；甚至有些小型商店因人力孤單，偶有遇
到搶劫的風險。

❸ 綜合商品零售業

因為營業時間比一般工作場所或事業單位更

久，員工需要配合在早晨、深夜週末和假日工
作。工作時間的特殊性以及輪班制特別吸引家

管婦女、在學生或兼職人員加入。因此，以僱

用部分工時員工較多，又因工作時間長，需要
銷售人員或賣場人員親自解說商品，季節性工

作需求與臨時人力則以僱用工讀生為主。受僱
員工以高中職以上學歷的年輕人為主；多數以
從事兼職的工作。

EAP 服務內容及倫理

員工協助方案（EAPs）源自於美國，以多元方

式服務組織與員工，其服務範圍從與組織議題
有關的策略層級諮詢到員工本人及家屬個人所

遭遇的困難。一般而言，EAPs 係為了改善／

維持生產力和職場健康，以及為工作組織提出
特別業務需要，同時運用人類行為和心理衛生

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而設計。因此，方案的設計
是為解決組織所關心或會影響生產力的相關議

題做診斷及協助員工解決個人擔心的問題，例
如：健康、婚姻、家庭、財務、酗酒、毒癮、

法律、情緒、壓力或其他影響工作的個人議題
（EAPA,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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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牽涉到組織、家庭，甚至社會，所以

管理者及其組織。因此，EAPs 的服務內容如同

「醫院」有許多的科別，當病患來到醫院卻不

EAPs 服務項目的建構和營運都是依其服務的職
（2015：EAPA 認證培訓講義）。

清楚該到哪一科別就診的時候，醫院的服務櫃
檯將提供有效的諮詢與建議；EAPs 的服務亦是
如此，當員工或組織有需求時，EAPs 專業人員

便進行問題診斷／評估，並擬定處遇計畫／協

助方案，必要時依其問題或需求轉介其他醫師、
律師、財務諮詢師、心理諮商師、社工師、人

資管理師等專業，若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則必
須與組織的管理者或決策者討論因應措施，有
效地解決問題（林桂碧，2010：73）。EAPs 的
基本概念和專業方法如下：

一、EAPs 具有獨特的雙重使命和目標
❶ 對員工的責任

EAPs 的重要責任是幫助員工及其家屬處理和解

❷ 對職場組織的責任

EAPs 的重要責任是協助組織提高生產力，促進
職場健康運轉，滿足組織特定的業務需求。

因此，當 EAPs 被定位為「工作領域」時最強有

力。因為 EAPs 係以多種方式服務於組織及其員
工，包括 1. 管理諮詢：戰略層面的組織諮詢；2. 個
別諮詢：員工及其家屬的個別援助。當 EAPs 被
歸屬於「知識領域」時最為有效。因為 EAPs 專
業人員是職場的人類行為專家，若僅僅做一個

諮詢師或治療師或培訓師或人力資源師（HR）

的專業人員是不夠，故應具備的知識領域，含
括領域（1）：EAPs 專案設計、營運和管理；

領域（2）：為職場組織提供EAPs服務；領域（3）:

及時的問題診斷／評估服務。

❹ 運用結構性面質、激勵和短期干預向員工提
出影響工作表現的問題。

二、服務內容

❺ 根據診斷、處遇和協助轉介員工，並提供個

目前 EAPs 服務內容從勞工心理輔導和休閒娛

❻ 協助工作組織與處遇機構及其他服務的提供

樂活動，延伸到工作壓力的紓解、婚姻與家庭

諮詢、工作與家庭兼顧、個人財務和法律協助、
生涯管理、危機處理、組織變革離職員工轉職
服務和留任員工勞資信任服務等問題的服務方

案，甚至發展出代為處理生活瑣事的生活便利
方案。因此，EAPs 是一個以工作職場為背景的
協助計畫：1. 對組織而言，可以處理生產力有
關的問題；2. 對員工及其家屬而言，可以解決

可能影響工作績效的個人問題（如：健康、婚

案看顧和追蹤服務。

者建立和維護有效的關係，並管理與服務提供
者的契約。

❼ 提供工作組織諮詢，有效鼓勵員工接觸健康

福利，包括藥物和行為問題（如酗酒、藥物濫
用、精神或情緒困擾等）。

❽ 評估員工協助服務對工作組織和員工個人工
作表現之成效。

姻、家庭、財務、酗酒、吸毒、法律、情緒、
壓力或其他個人問題等）。

決個人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工作績效、
健康和安全的問題。

❸ 為可能影響工作表現的員工個人提供信任且

三、核心技術
EAPs 是為了改善／維持生產力和職場健康，以

及為職場組織提出特別業務需要，因此，方案

四、服務輸送／運作模式
❶ 內部服務輸送模式

簡稱內置式（internal model），指職場組織僱

用 EAPs 專業人員，協助員工處理生活面、工
作面及健康面之任何問題與需求。

的設計是為解決組織所關心或會影響生產力的

❷ 外部服務輸送模式

題。所以 EAPA 認為提供 EAPs 服務的專業人

外部 EAPs 公司／機構／個人簽訂契約：再由

相關議題做診斷及協助員工解決個人擔心的問
員必須具備以下核心技術（EAPA, 2010: 6）：

❶ 提供工作組織的領導者（如管理者、督導和
工會幹部）諮詢、訓練和協助管理有困擾的員
工，以改進工作環境和改善員工的工作表現。

❷ 為員工、家屬和工作組織積極推動有效的員
工協助服務。

簡稱外置式（external model），係職場組織與
EAPs 專業人員提供服務給該公司員工，以協助
員工處理生活面、工作面及健康面之任何問題
與需求。

❸ 整合服務輸送模式

簡稱整合式（combination model），某些服務
由內部 EAPs 專業人員負責，有些服務則委由
外部 EAPs 專業人員或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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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倫理原則
❶ 服務

員工個人或家庭的問題通常會影響產量及安
全，而 EAPs 的核心技術可以將這種影響降到

最低。所以當 EAPs 專業被視為專業、能力及

公正時，是一種最有效的服務。EAPs 專業人

EAPs 專業人員重視所有人的尊嚴及個人隱私保
密的權利，EAPs 專業人員也重視提供服務的職
場組織之相對需求、指令及權利。EAPs 專業人

員應覺察與尊重性別、種族、膚色、人種、文

化、國籍、宗教、年齡、性別傾向和身心障礙，
並且努力消除因為這些因素而產成的偏見。

員定期為一些利益衝突和目的不同之案主提供

❻ 專業能力

他利益關係人，如工會。因此，確認組織內所

務與專業功能的發揮，且基於自己的教育、訓

諮詢，這些案主包括個別員工、職場組織及其
有層級的需求，並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服務是
EAPs 專業人員的主要焦點。

❷ 受惠

EAPs 專業人員認真的工作係為了使他們服務的

個人及組織能得到最佳的利益，也保護任何與他

們互動者的福利與權益。當衝突發生時，EAPs
專業人員應當瞭解任何的決定都可能影響個人

生活或組織。因此，他們會盡力去尋找解決策
略，以避免任何傷害產生或是將傷害降至最低。

❸ 忠誠

EAPs 專業人員與他們服務的職場組織中利益關
係人維持互信的關係，這種信任關係存在於他
們所輔導或諮詢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可能處於
某種脅迫或面臨困難的抉擇。EAPs 專業人員應

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責任，同時亦需要有效地處
理各種衝突，以避免發生剝削或傷害的不幸。

❹ 誠實正直

EAPs 專業人員在實務操作上必須維持／提升高

標準，所以他們需要釐清專業的界線，避免在
角色及成效上造成混淆，主要目的是透過實務
強化價值、知識和專業目的。EAPs 專業人員的
工作目的是為他們所服務之個人和組織的最佳

利益，且不可以用偷竊、欺騙或呈現不實資訊
等行為傷害個人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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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尊重案主的權利

EAPs 專業人員應致力達成並維持熟練的專業實

練、執照或專業訓練提供服務。同時亦應經常
閱讀專業文獻、接受專業發展訓練和維持與其
他專業人士的聯繫，瞭解 EAPs 專業的最新趨

勢、研究和相關議題，以及應該非常熟悉 EAPs
專業協會（EAPA）的標準。

六、專業方法
從事以 EAPs 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之專業方法
包括：1. 在職場組織內部建立一個服務系統；

2. 專業工作者以 EAPs 的實施步驟、專業技術
協助員工發現問題或解決問題；3. 運用社會工

作研究法、方案規劃與評估方法，針對職場組
織內的某個議題或為處理組織內某特定群體的

問題，確實瞭解需求產生，進而作問題評估、
目標擬定、設計方案、方案執行、成效評估，

導入程序係指建立 EAPs 服務系統之步驟：
❶ 確認導入的負責部門

1. 成立專責新部門或單位；2. 指定某一部門或

單位負責；3. 由人事部門或人力資源單位負責。

❷ 成立推動導入組織

1. 任務小組編制（人數、任務職稱、職責）；2. 任

務小組的工作要求（確定角色、定期開會、完
成分配之任務、尊重彼此意見等）；3. 訂定小

組目標；4. 擬定計畫書／時間表（確定方案目
標、策略；編列預算；設計可行方案，以獲得

支持；相關人員訓練計畫；規劃宣導方法與程

各階層員工（方案志工）；4. 員工引導介紹說

明會，對象是全體員工；5. 基層方案協助網路
第二階段訓練，對象是方案志工。

❽ 發展 EAPs 系統

1. 基層方案協助網路的團體形成，對象是方案
志工；2. 基層方案協助網路第三階段訓練，對

象是方案志工；3. 主管人員訓練，對象是主管、
督導人員；4. 給予所有員工有關員工協助方案

的介紹信及方案小冊子，同時亦寄至員工家中。

❾ 試行方案

❸ EAPs 方案需求調查與分析

❿ 全面導入

作業流程之監督、評估、修正等）。

1. 先對企業本身之現況與特色做全盤分析；2. 瞭

解員工需求；3. 針對員工需求，結合企業目標
設計適合企業的員工協助方案。

❹ 設立目標及編列預算

1. 設立目標（針對需求或問題思考目標，含短、
中、長程目標）；2. 編列預算（先多方面思考
企業內、外部可利用資源）。

❺ 設置 EAPs 專業人員

1. 角色／職責；2. 訂定作業流程。

❻ 指定專業服務機構

因與社會工作專業方法相似，在此不再贅述。

機構／個人、醫院、法律事務所、社福機構、

僅就導入程序予以介紹。

會幹部）；3. 建立基層方案協助網路，對象是

序；決定由哪一部門或哪一工作區域試行導入；

到瞭解問題解決程度等一連串過程與步驟。至

於運用社會工作研究法、方案規劃與評估方法，

人員；2. 介紹說明會，對象是第一線主管（工

1. 與外部專業服務機構簽約，如 EAPs 公司／

諮商輔導機構等；2. 員工可直接去尋求 EAPs

1. 導入先導方案；2. 評估導入成效；3. 修正方案。
1. 舉行說明會，以加強宣導；2. 結合人力資源

管理制度，以協助處於不同階段的員工；3. 與
組織目標結合，時時考慮方案的適時性；4. 建

立方案之標準化，包括方案設計（任務小組、

需求調查、服務實施系統）、執行計畫（政策
敘述、執行計畫）、行政與管理（方案程序、

行政管理層級、行政品質、社區網路、方案安
全保證、方案信賴度、專業倫理）、直接服務
（危機干預、評估和推介、短期諮商、方案進
展管理、追蹤管理、教育訓練）、間接服務（配

合組織內部活動、結合社區組織和社會資源、
與專業服務機構合作）和評估等六大部分；5. 方

案之管理；6. 方案之擴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1：4-1 至 4-22）。

協助或推介方式；3. 內置專業人員至 EAPs 專

業服務機構參與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知識與
技能。

❼ 建立 EAPs 協助系統

1. 行政管理說明會，對象是人力資源部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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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零售業員工
協助方案規劃方向

職場心理健康

]

林烝增

批發零售業職場心理健康內涵及重要性

台北「張老師」分事務所
特約心理師 / 社工師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在新科技趨勢、消費型態改變、政治環境變動

職場的心理健康愈來愈受到重視，原因包括職

戰。除了銷售營運、獲利與門市成長等重要因

等問題增加。美國心理學會（APA）提出企業主

及經濟景氣等影響下，批發零售業面臨更多挑

素下，批發零售業要迄立不搖，還有一項關鍵
因素即是心理健康的員工。在充滿競爭的批發

零售業，要如何與員工、加盟主有更緊密的情
感連結、夥伴關係與信任，就得重視職場的心

理健康。「心理健康」的定義是以人的心理層

場員工心理健康惡化、壓力增高、猝死與過勞
應從員工投入、工作與生活平衡、員工成長與
發展、健康與安全、員工認同及溝通六個層面
來著手建構一個心理健康的職業環境。此六個
層面內容與指標如表一：

面為對象，「以心理疾病及各種心理健康的處
理增進為目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

康所下的定義是「健康是身體、心理、社會完
全調和的狀態」。（劉焜輝，2012）

表一 美國 APA 職場心理健康指標
層面

員工投入
工作與生活平衡
員工成長與發展
健康安全
員工認同
溝通

內容與指標

自我管理工作團隊、員工委員會、持續改善團隊、參與性決策、員工意見表、意見
箱與定期月會。

彈性工作安排、子女安親服務、長輩安養服務、員工個人財務諮詢、家屬福利、顧及
家庭與醫療的多種彈性休假方案。
繼續教育課程、學費補助、生涯發展或諮商服務、內部或外部機構訓練課程、升遷機
會、組織內生涯發展計畫、教練或專業導師及領導發展方案。
強調安全健康工作場所的相關訓練及警戒措施、協助員工發展健康生活形態、適當的
健康保險與心理健康服務、健康篩選、提供健康 / 體適能 / 休閒設施、提供員工處理
生活困境的相關服務與資源、員工協助方案及心理健康機構轉介服務。

合理的金錢獎勵、有競爭性的獎勵或福利計畫、表揚特殊貢獻、合理的金錢獎勵、能
力基礎的獎勵計畫與加薪、優良員工表揚、公開表揚儀式基礎的獎勵計畫與加薪
由上到下的溝通、由下至上的溝通。

註：資料引自：郭建志、胡佩怡（2015）建立職場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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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2015）彙整美國、歐盟、日本等各國，

批發與零售職場依賴著不同班別的員工組合服

門市端事務的情形，才有可能讓員工生活與工

部同仁維持良好溝通與合作，工作效率高，透

作為批發零售業職場的心理健康內涵參考。八

後時段更需要彼此銜接。常見職場上人力不足、

調節個人情緒。

績效，不僅實現個人的良好發展，同時也促進

整理出八項職場心理健康指標，這八項指標可
大向度與指標包括：

務時段，同一值班時段員工需要彼此合作，前

流動比率高的情況，如何讓員工感受到店經理、
雇主的關心，即使是短期工作也能維持良好人
際關係與互動，讓員工感受到有良好歸屬感。

二、組織安全與福利

作平衡，減少工作壓力、耗竭與抑鬱，進而能
員工的心理健康，不僅關係員工個人發展，也
關係到企業的發展。心理健康狀況好的員工，
能正確處理工作生活中出現的困境挫折、甚至

危機，能穩定維持自己心理與情緒素質，能負
荷壓力與環境，能因應職場人際、與客戶、內

過工作建立自己價值與成就，有能為企業創造

企業發展。對於企業來說，員工的心理健康，
也是建設和諧企業的需要。

數位時代的批發零售業勢必要面對更多挑戰，先
從關注員工心理健康開始是最要緊的第一步！

❶ 公司有完善的福利制度

❷ 自己的付出能獲得合理的經濟報酬

❸ 能經常處於人際關係良好工作情境中

批發與零售業營利與經營相當競爭，如何讓員
工在這樣的職場環境中能夠感受到完售制度與

合理報酬，不僅是為門市賣命，真正能從分潤
模式中感受到企業體制的支持與夥伴關係。
職場心理健康直接攸關員工的產能與工作品

質，塑造良好的職場心理健康環境，可以協助
員工處理工作壓力、避免過勞問題、避免產生
職場霸凌、協助員工維持工作與家庭之平衡、

❶ 工作時間能充分配合生活作息

通與人際關係中工作。

❸ 下班後可以不必經常擔心公司的事情

幫助員工職場情緒穩定與調節、在良好職場溝
若要從員工心理角度來思考理想職場環境，其

實員工需要的是安定及免於焦慮、人際肯定、
組織安全與福利、生活平衡與健康、成長與發
展等價值觀。

一、安定與人際肯定
❶ 工作時上司善體人意
❷ 同事之間相處愉快

❸ 能經常處於人際關係良好工作情境中
❹ 同事之間不會因為私利相互攻擊
14

三、生活平衡與健康

❷ 能避免工作競爭中所衍生的各種焦慮
❹ 工作時不會對未來前途感到徬徨或恐懼
❺ 工作之餘能安排戶外休閒及體能活動

許多批發零售業多為 24 小時的服務型態，在各

個班別中人力的銜接與合作格外重要，也因為
如此更要協助員工能穩定作息，讓工作時間與

其生活作息能搭配。尤其，大夜班門市營運很
需要穩定人力，協助新進員工適應工作內容與

負荷高壓工作狀態也是雇主需要重視的。此外，
在現在科技產品、通訊軟體發達，讓人們彼此

聯繫更方便，但也容易讓下班生活容易被打擾、
在家還得處理公務訊息之情況十分常見。因此，
協助員工工作交接清楚、減少下班後仍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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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符合 E：上述症狀，已造成清醒期間的症狀

健康管理

睡眠與過勞篇 ：
做好這幾招，幫員工擺脫失眠 & 過勞
人的一生，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在睡眠中度過

A. 入睡困難

滿滿朝氣地面對新的一天。失眠的時候，躺在

C. 過早清醒

的。睡眠狀況好的時候，每天醒來都像充飽電，
床上不但辛苦，醒來後也是折磨：吃不下、忘
東忘西、工作效率差、身心俱疲。

絕大多數人的一生，醒著的時間裡，有一半以

上的時間在工作。工作量和難度剛剛好的時候，
會覺得天天都在學習，很有成就感。但若工作
超過負荷，就容易過勞。有些讀者或許不知道
的是，工作太單調、缺乏挑戰性的話，即使工

作量不大、工時不長，也容易感覺心理壓力大，
甚至過勞！

這篇短文，我們一起來看看：失眠、過勞究竟
是什麼狀況？一個運作良好的 EAP 方案，又該
如何預防它們，並協助員工處理它們？

什麼是失眠
2019 年 5 月 25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

衛 生 大 會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裡，
會員國同意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第 11
版國際疾病分類 (ICD-11) 。
1

既然這是未來的趨勢，我們就來看看它怎麼談
「失眠」吧。ICD-11 將失眠定義為：在有適當

的機會、情境可以睡的前提下，持續地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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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睡眠中斷（半途醒來）
D. 醒來時覺得沒睡飽

請留意前提 。如果某段期間沒有適當的機會、

情境可以睡，例如為了準備考試而連續熬夜一

星期，所以睡眠不足，那並不算身體出狀況的
「失眠」。

有些學者認為，D 的重要性凌駕於 ABC 之上。

也就是說，只要你醒來時覺得有睡飽，那就算
有 ABC 一種以上，也不算失眠。另外請注意，
根據 ICD-11，失眠還必須符合這條：

E. 在清醒期間，有疲勞、情緒低落、易怒、或
認知功能異常等症狀

如果沒符合 E，即使有上述 ABCD 一項以上症
狀，也不算失眠。

失眠

症狀一項以上：

abc 三個條件，原則上必須全部符合，才算失

有些組織、學者對失眠的定義，除了症狀之外，
還加上持續時間這個因素。例如：每週 3 天以

上睡不好才算失眠、持續 3 個月以內屬短期失
眠、持續 3 個月以上屬慢性失眠、…… 等。總

結來說，要評估自己或員工是否失眠，請依序
檢視以下 3 個條件：

a. 有適當的機會、情境可以睡
b. 符合 D：醒來時覺得沒睡飽

（通常伴隨「入睡困難、睡眠中斷、過早清醒」
至少一項，但也可以沒有）

【註 1】ICD 全名為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眠。但即使 abc 沒全部符合，如果睡眠不正常

已造成健康、生活上的困擾，還是建議及早就
醫諮詢。

如何預防失眠

想要高效預防失眠，請參考下面這 3 招：

❶ 規律作息
❷ 累積睡債
❸ 放鬆身心

我們來看看怎麼實作：

❶ 規律作息

多數人的生理時鐘，週期並非剛好 24 小時，而

是 25-27 小時。所以如果你因為平日沒睡飽，
所以週末讓自己睡到自然醒、而睡得比較晚的

話，生理週期會往後延，週一起床時，就更容
易覺得沒睡飽。

解決的方法，就是起床時間固定：不論平日假
日，都讓自己在相同時間點起床。

❷ 累積睡債

批發零售業主，該怎麼做

失眠的原因之一，是身體不夠累。許多人都有

瞭解以上概念後，在批發及零售業的職場，該

跑、登山、或走很長的路到腿都痠了，晚上通

一步：

經驗，如果白天從事很耗體力的工作，例如長
常很好睡。白天的睡債累積夠多，晚上就不容
易失眠。

累積睡債的好方法有 2 種：

a. 適當運動或從事體力活動

b. 不午睡，或午睡但別睡太久

❸ 放鬆身心

平時多練習放鬆技巧，對睡眠也有幫助。常用
放鬆技巧例如：腹式呼吸、冥想、全身肌肉依
序放鬆、專注感受呼吸。

如何應用呢？建議可從下列幾個面向，踏出第

❶ 教育訓練

請可安排針對全體員工的教育訓練，內容例如：

a. 失眠是什麼？

b. 如何預防失眠？
c. 何時該就醫？

其中的「何時該就醫？」應提醒員工，當自己持

續感到沒睡飽，且已經影響白天日常活動的表
現時，就該考慮就醫了。另外，若有慢性疾病，
或有失眠外的其他明顯症狀，也應盡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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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安插「放鬆時光」

除了上述定義，也可以參考勞動部發展出來的

❻ 變革 (change)

❸ 關懷心血管高風險群

放輕音樂，並於廣播中提醒員工起身走動，帶

作過勞狀況。

其他公合併），若沒先有充分的溝通、討論，

至少一項、或有其他心血管風險的員工，是最

可在早上、下午各安排 10 分鐘的放鬆時光，播
領他們實作伸展、放鬆肌肉的動作。

❸ 關懷特殊族群

過勞量表，用 13 題的簡短問卷，知道自己的工
過勞量表可參考附錄 ( 一 ) 職場常用量表。

如何預防過勞

可用醫護人員或心理諮商人員面談等方式，適
時關懷組織裡失眠風險較高的族群，例如：
a. 輪班、夜班者
b. 輕常出差者

c. 獨自作業者（獨自一人在某空間工作、獨自
拜訪客戶、電話客服等）

造成的症狀，我們就來看看，常見的工作壓力
評估，需考慮哪些面向：
❶ 工作要求 (demands)

工作內容難、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環境不

佳、需輪班夜班、…… 等，都可能增加心理壓力。

過勞

在 2022 年將採用的 ICD-11 裡，新增了之前沒
有的過勞 (burn-out) 這個健康狀況。和之前一
樣，我們先來看看 ICD-11 怎麼說吧。

❷ 對工作的控制 (control)

對工作流程、方法越沒決定權，越容易覺得疲憊。
❸ 支持 (support)

即使被交待困難的工作，如果安排適當的人指

導，也提供足夠的資源（例如：合用的軟硬體、

什麼是過勞
據 ICD-11，在概念上，過勞是「未被成功管理

的慢性工作壓力」造成的症候群，包含 3 大特徵：
❶ 覺得精疲力竭

(energy depletion or exhaustion)

❷ 覺得和工作的心理距離 (mental distance) 增

加，或對工作感到有拒絕症 (negativism) 或憤
2

世嫉俗 (cynicism)
❸ 專業效能降低

(reduced professional efficacy)

簡單講，過勞就是：覺得很累 + 對工作有距離
感或負面想法 + 專業效能下降

另外請注意，ICD-11 特別強調：這個診斷只適
用於工作情境，不適用於其他生活領域。
18

既然過勞專指「未被成功管理的慢性工作壓力」

充分的預算、到位的職前訓練及交接），則壓
力不會那麼大。反之，不難的工作若無適當支
持，也可能很累人。

❹ 人際關係 (relationships)

組織對不適當的行為，若無適當的調查、糾正

機制，對被罷凌、性騷擾、不適當對待的員工，
是很大的心理負擔。
❺ 角色 (role)

不同位置，本來就有不同的權責範圍、思考面
向。若組織對員工沒適當說明、釐清，則可能
發生「主管跟部屬爭執，各自都認為自己是對
的，但其實兩者講的並非同一件事」的狀況。

【註 2】negativism 也是 ICD-11 裡的一個診斷。它並非一般英語裡單

純的「負面」之意，而是：A tendency to oppose or resist suggestions

or advice, or to resist stubbornly for no apparent reason。類似「為反
對而反對」。

當組織有變動時（例如：裁員、部門重整、與

也會造成員工心理的不確定感，而往往增加壓
力與疲勞感。

除了下一個段落提到的解法，建議時常回頭檢

視這 6 大面向，看看有沒有過勞的成因隱藏在
裡面，並設法排除。

批發零售業主，該怎麼做

抽菸、患有三高（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容易因過勞而倒下，發生心肌梗塞、腦中風、
甚至猝死的高危險群。

建議用 Framingham risk score 或類似方法，利

用健檢資料找出高風險員工，由醫師與之面談，
護理人員提供相關衛教諮詢。必要時，應該對
特定同仁施行工作限制。

近年來，過勞預防已是職場健康管理的顯學。

失眠 vs. 過勞

以筆者擔任顧問醫師的經驗，建議批發及零售

各自獨立，而是有所重疊。真正需要關心的，

那該如何實作呢？

業優先考慮以下幾個面向：
❶ 避免過度超時工作

當一個員工長期過度超時工作，表示他下班後
可運用的時間很少，間接可以推測他大概沒什

麼時間運動、或從事休閒活動，而且睡眠時間
也可能不足。

所以，企業不只該避免所有同仁帳面工時過長，
也應該注意管理「把工作帶回家」的現象，以
避免過勞。

❷ 充分支持

依筆者觀察，職場許多心理壓力、爭議事件，
和「沒得到充分支持」都有密切關係。例如：「沒

人跟我說報表要這樣寫。你現在指責我，是什

失眠、過勞都只是健康的某些面向，兩者並非
是一個個完整的人。

例如，失眠會造成身體整體狀況變差，讓人更
容易陷入過勞。

而工作上的過勞也會使得下班後心情不易放
鬆，而增加失眠的機會。

企業 EAP 計畫，應該以鳥瞰的角度，把企業特

性考慮進去，參考上述概念，完成以下兩件核
心任務：

a. 找出工作風險 → 排除、減輕之

b. 找出可能有狀況的員工 → 支持、輔導之

期待台灣的職場，能逐步遠離過勞，越來越健康！

麼意思！」、「原來用這個檔案，就可以省下

那麼多時間。交接的時候怎麼沒跟我說，害我
累了好幾個月 ……」

提供充分支持的兩個關鍵時間點是：到職時、
工作變動時。

掌握這兩個時間點，給員工充分的訓練、交接，
就能大大減少後續的壓力與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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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慧

壓力調適篇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新手壓力調適

❷ 調整自我期待，用正向語言鼓勵自己，在新

人階段，不熟悉、速度慢、偶而出錯都是正常，
容許並接納自己對業務不熟，當遇到不懂、不
會時一定要請教同事，放下擔心和被評價的想

Amy 是一個自我要求高的主管，凡事

還在熟悉」、「多做幾次就熟練了」、「我會

要達成，讓同事們時常處於神經繃緊狀

法。當不小心犯錯時，告訴自己「沒關係，我

在商業辦公大樓的轉角，這家店人潮絡繹不絕，店員忙著補貨架、收銀、找貨品、處理咖啡機、
服務客人等，小宇在這家店工作三個多月了，總是忙碌又緊張，一整天下來連喝水、休息、上

廁所的時間都是奢侈，時常擔心對工作還不熟悉會出錯、動作太慢讓客人久候不耐，造成其他
同事困擾。為了培養和同事的關係，小宇常幫忙代班或自主加班，幾個月下來休假時間少之又
少。小宇對於上班已三個月還是會出錯或無法回答客人問題，需要其他同事支援補位感到自責
羞愧，但往往心理越著急想趕快做好卻越容易出錯，讓小宇感到好挫折。

很多職場新手總希望自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熟悉工作流程與內容，與同事建立良好關係，了解
職場潛與主管期待，及早成為有用的人力。而在批發零售業，由於部分職務需直接面對客人，
更需要立刻上手不容出錯，對客戶展現專業服務職能，在服務過程還要充份展現親和力。諸多

越來越上手」，正向看待所面對的困境，透過
正向語言能夠轉化心境，對未來更具信心，且
能降低壓力，有助於適應工作。

❸ 規律工作與休息時間，適時補充「快樂賀爾

蒙」，醫學研究顯示「血清素」（又稱「快樂

賀爾蒙」）能夠使大腦處於鎮靜狀態，提升抗
壓肌肉的張力，並讓人精神充沛、有活力。以
下方法將有助於提升血清素含量：每天曬太陽
30 分鐘、規律做任何能持續下去的運動、每天

1 ～ 2 根香蕉、多喝牛奶或豆漿、補充堅果等。

的工作要求和待學項目，加上時間急迫性，讓新人備感壓力，如果能夠採用適當方法來因應壓
力，並培養「堅毅性格」，將有助於新人逐步適應工作，成為職場稱職的螺絲釘。

適當因應壓力
適當的壓力，能督促我們奮發進取，促進學習動機，激發潛能，而有較佳的表現，獲得成就感和自

信心。反之，過多的壓力和過高的自我期許，迫使我們不斷付出努力卻始終無法達成目標，而長期

處於焦慮緊張、挫折、不滿的狀態，使我們身心俱疲，呈現「習得無助感」，更嚴重的會感到憂鬱、
無望感。因此，職場新人可以試著從壓力源頭做調整：

❶ 一次設定一個可達成的小目標，有助於對未來抱持抱持希望感和掌控感。例如，小宇初入職場前
兩週，一邊學習前輩教導的工作內容，一邊自己設定目標放在熟悉工作流程、補貨、清點、清潔環

境等較易入手的工作，第三週到第四週目標放在熟悉咖啡機操作，剛開始第一個月重複做一樣的事
情增加熟悉感，可避免在業務尚不熟悉時需承受面對顧客的壓力，也能夠有機會慢慢熟悉工作內容

與觀察前輩工作模式，目標達成之後，再設定下一階段目標，每次的學習和進步將帶來正向的經驗，
有助於下一階段目標達成。

主管壓力調適

培養堅毅性格

要比人強、速度要比別人快、目標一定
態。不管上班或休息時間，Amy 的手

機總是此起彼落的 Line 訊息提醒聲，

各群組不時跳出提醒其他店推商品成

效、各店營收狀況，而主管三不五時的
關切，讓 Coco 即使下班時間仍常留在

店裡或隨時在店內 Line 群組掌握同仁
工作狀況。近期店內業績因人員流動而
有下滑的跡象，Coco 的頭痛、胃痛狀

況變得更嚴重了，晚上總是睡不好多

夢，想到工作就不自覺胸悶，早上不想
起床上班，即使上班了也覺得累，無法

對客人展現笑容及寒暄，對工作和生活

都沒什麼熱情，有時甚至挫折的想掉淚。

心理學家 Kobasa 等人提出，高堅毅性格者對壓
力較具有復原力，且能保持健康和較佳的表現

（1981）。而堅毅性格包括承諾（commitment）、
控制（control）與挑戰（challenge）：
❶ 承諾

許諾自己能夠積極、全心全意、不逃避且抱持
好奇心的投入生活。
❷ 控制

始終相信自己對事情是有控制與影響力，即使
面對逆境也能有效調整情緒。
❸ 挑戰

將改變視為「機會」而非「威脅」，正面迎接
並試著找到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隨著手機各種軟體的蓬勃發展，現代人高度仰
賴各式 APP 來面對，而其中通訊軟體的即時與

便捷，打破時間、空間上的限制，成為人們工

作、生活和交友上不可或缺的管道，卻也造成
生活和工作、上班與下班無法有明確界線，不
知不覺變相加班，將壓力帶回家裡與生活中而

不自知。習慣性打開手機，無法抵擋好奇的點
擊未讀郵件或訊息，一連串的自動化行為：讀
取、思考、整理、回覆等行為讓大腦不自覺開

始工作，以為回覆訊息只是小事一件，但經年
累月下來，時時處於工作狀態的大腦以及神經
系統無法得到休息，因此各種與壓力相關的症
狀紛紛湧現：頭痛、失眠、消化道疾病、心血
管疾病、胸悶、心悸、肩頸酸痛、眼睛痠澀、

免疫力下降、感冒不見好轉、焦慮、緊張、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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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失眠、憂鬱、記憶力變差等，小心！「自

律神經失調」已經找上門囉！「自律神經失調」

調整 A 型性格

力過大、持續過久造成交感神經過度亢奮而衍

導致自律神經失調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主因

官能症」、「心身症」的診斷。

人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發生率是一般人的 2 倍。

其實不是一種病，是泛指因生活步調過快、壓
生的各種身體、心理症狀，過往會給予「精神

是個性，美國心臟科醫師發現「A 型性格」的

而「A 型性格」的特徵有：競爭感、時間急迫感、

好勝心、莫名的敵意、急性子、速度快（說話、
吃飯、動作）、情緒起伏大、一次做很多事情
等，生活中瀰漫著緊張和壓力。「A 型性格」

可試著做以下微調：放下過高的自我期許及比

較心態、一次只專心做一件事情，刻意放慢速
度，劃清工作和生活的界線，下班之後不再看
手機，刻意安排運動或藝術等軟性課程、適時

離開座位倒杯水或遠眺窗外，中斷過快的步調、
培養更多興趣嗜好。

正念減壓療法
另外，也鼓勵學習近幾年在中高階主管以及疼

痛門診患者間廣受歡迎的「正念減壓療法」，
透過對身體、感覺、想法的覺察，全心全意地

專注當下所做的事，且不帶批判，將能有效減
少焦慮、降低壓力、改善健康，並且能讓自己

維持清明和專注的大腦，提高問題解決能力。
久賀谷亮醫師在「最高休息法 - 全世界的菁英
的減壓方式 :
❶ 正念呼吸

日新月異的科技帶來了生活的便利，也造成人

刷牙時，留意牙刷刷過牙齒與牙齦的感受，牙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批發與零售業，總是站

可從幾個日常生活會出現的動作來嘗試練習。
膏接觸皮膚的微涼或刺痛感，漱口時嘴巴和舌
頭是怎麼合作的，而水在嘴裡移動的感受是什

麼。步行冥想，走路時盡量放慢速度，將注意
力放在手、腳、關節的移動、位置，以及和地

面接觸的感覺。伸懶腰時，刻意放慢速度，留
意肩膀、手肘伸展拉扯的感覺，當手抬起時，

會移動那些關節和肌肉。任何時刻，任何動作，
都可以專注當下的觀察和感受。
❸ 身體掃描

身體感到疼痛、痠麻、僵硬時，透過身體掃描

們的需不斷學習成長與適應新科技的壓力，而
在第一線面對民眾的各種期待和情緒。而隨著

各種平台、店商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造

成了相關從業人員、主管莫大的生存競爭壓力。
現代人的生活，壓力總時無所不在，因此如何
找到適當的方法和壓力共處，將是現在職場人

必修的功課。以上分享的減壓方法，從想法調
整到作法實踐，可先選擇一項最容易做到的來

練習，重點不在多，而在於能夠持之以恆的練
習，以養成習慣，才能真正發揮減壓的效果。

能夠改善倦怠和不適感。平躺，將注意力放在
呼吸上，並留意腹部的起伏，將注意力轉移在
左腳尖，留意每個腳趾和其他腳趾、腳趾和襪
子、腳和地板、衣物接觸的感覺，完成從左腳

尖到大腿的掃描之後換右邊，並逐步往臀部、

腰部、背部、左肩到左手、右肩到右手、肩膀、
脖子、頭部的掃瞄，當感覺到疼痛的部位時，

多停留一下感受其痠痛、刺痛、疼痛的感受變
化，當注意力分散時，只需要再把念頭拉回繼
續掃描即可，每日進行 10 至 15 分鐘即可，等
到熟練時候可以放慢速度。

PRESS

E
UR

們都是這樣讓大腦休息」一書中提到幾個實用

❷ 動態冥想

閉上眼睛放鬆坐在椅子上，背部挺直並離開椅

背，手放在大腿上，將注意力放在身體與環境
接觸的感受（腳和地板、臀部和椅子、手和大

腿），注意吸氣與吐氣時鼻端的空氣流動，胸
口與腹部的起伏、呼吸間的停頓，只要觀察，

不需刻意控制，當有雜念出現時，只要將注意

力拉回呼吸即可。每天持續做 5 分鐘或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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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仁

紓壓小錦囊 ( 一 )：養心健康操

中華肌內效協會 理事長
國泰綜合醫院 物理治療師

抖抖身體 跺跺腳

在忙碌、競爭，充滿衝突的現代社會中，常聽到抱怨壓力太大的聲音，事實上，適度的壓力是好事，
它可以是激發人類向上提升的力量，但若是過度的壓力，則會影響身心，長期累積下來，會對健康

做法 雙腳打開微蹲馬步，身體微微前傾，雙手放

造成危害。

鬆下垂，再雙肩上下左右抖動身體，讓上半

只要你在意，就會有壓力，若是不如意，壓力更大，同一件事，有人粗枝大葉，漠不關心，有人敏

身做出激烈的運動，做完上身換左右腳輪流

感纖細，念兹在兹，所以壓力的有無、大小因人而異，也完全由當事人主觀認定，當你該睡睡不著，

跺步，好像乩童作法一般。

該吃吃不下，該集中注意力時，却精神渙散，則表示你已承受了過度的壓力，不必等精神科醫師判

作用 這是有氧運動舒壓，透過激烈的抖動、跺步

定，就必須先想辦法化解，出去走一走，轉換一下情境與工作，或至少做做舒壓操，都可以暫時舒緩，

讓蓄積的壓力釋放，尤其是抖動雙肩胸部與

以下四招，分別是靜心、出氣、有氧與伸展，提供給大家參考。

上肢，像是宗教儀式般，透過無意識的盡情
發洩，抖完彷彿新生。

想想美好 做做操

看看周遭 隨手抛

做法 雙腳打開一倍半肩寛，微蹲馬步，閉眼調息，

做法 雙腳打開兩倍肩寛，雙手平伸身體兩側，轉

神，想想美好的情境，再雙手掌心向外，一

直甩出去，配合手腕、手指彎起再向外伸直，

雙手從身體兩旁繞圓向上，發揮阿 Q 的精

動身體 ( 看看四周 ) 同時，雙肘彎起來再伸

上一下推向左邊，再弧形繞回，推向右邊。

好像灑水一般。

作用 這是靜心的操法，把情緒沈澱下來，緩慢地

作用 這是舒壓伸展操的一種，轉動身體配合弓箭

動作當中，配合心境的轉換，阿 Q 式的自我

步，可以伸展扭轉頭頸脊柱及下肢，同時

陶醉，以化解壓力。

雙手向外甩出去，好比將壓力從指尖灑散

出出鳥氣 砍手刀
做法 一樣雙腳打開，微蹲馬步，雙掌向前平推，
配合發出長「嗚」之聲，再左右雙手，互砍
手刀。

出去。

壓力人人有，尤其是醫療業務每天面對龐大的不確定壓力，是好是壞完全看你如何面對，舒壓操是

現代人很好的運動之一，隨時隨地動一動來舒壓。想想美好，出出鳥氣，讓自己心情愉快一些，抖
抖身體，看看四周，發現其實自己也還不賴，這惱人的壓力可能無形中就化解掉了。

作用 這是長吐息，出氣的操法，人在壓力大的時
候常會不自覺的長歎息，這出出鳥氣的發

長「嗚」之聲，可以訓練肺活量，拉長氣息，
舒發鬱悶之氣，左右手交替砍手刀，也代表
一種砍殺擊掌出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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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壓小錦囊 ( 二 )：
穴位按摩中醫保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林森院區：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30 號 / 電話：02-25916681-1112
中醫中心：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 號 / 電話：02-23887088-3121

什麼是穴位按摩

人體穴位皆有其各自所屬的經絡，最終會反射到各臟腑，運用適當手法與力道，按壓特定穴位，可
以透過同屬的經絡，調整臟腑功能，可使人體氣血調合、經絡通暢，而達到治病、防病的效果。

肩頸痠，
按這幾個
穴道！

❹ 尋找穴位：

1. 透過身體標誌 : 如眉毛、乳頭、肚臍、腳踝等，
如印堂穴位於雙眉正中膻中穴在雙乳頭中間的
陷處。

2. 利用手指度量尋找穴位。

3. 利用身體度量尋找穴位 : 兩乳頭之間距離為

八寸，心窩到肚臍之間距離為八寸，肚臍到恥
骨之之間距離為八寸。

❺ 輔助用品：

1. 最佳按摩是手指指壓或輕拍，亦可用拳頭或
肘關節刺激。

禁忌症

❶ 各種惡性腫瘤、膿毒血症、急性傳染病、出
血性疾病、開放性骨折、創傷、燙傷、燒傷、

結核下丹毒、骨髓炎、化膿性關節炎、嚴重心

臟病、極度疲勞或酒後、婦女懷孕或月經期間
腰腹部疾病、均暫時不宜穴位按摩治療。

❷ 飯前、飯後半小時避免穴位按摩，若出現頭

暈、嘔吐、臉色蒼白等情形，需立刻停止按摩。

❸ 皮膚炎及皮膚破損潰瘍者禁用手法。

2. 按摩棒、刮痧板。

3. 牙刷、牙籤、梳子。

❻ 其他注意事項：

1. 穴位選擇，可請教醫師或藉由書籍來判斷正
確位置。

2. 早、晚各一次、每次約 10-20 分鐘、每次停
留 2-3 秒。

3. 以 6 天為一個療程，每經過一個療程後休息

肩頸僵硬痠痛穴位

風池穴 . 天柱穴 . 肩井穴

1-2 天。

4. 按摩時，要往心臟方向前進，按摩位置正確
時，會有酸脹的感覺。

穴位手法 : 按與推

5. 按摩後多喝溫開水，以利新陳代謝。

穴位按摩注意事項

❶ 輔助：可使用凡士林、精油、青草膏、萬金油、麻油、外用藥酒、生薑汁等做為潤滑劑。
❷ 要領：力道 ( 強、中、弱 )、節奏 ( 長、中、短 )、刺激時間 ( 強、中、弱 )。
❸ 手法：

1. 拍法：利用手掌，借手腕的力量自然上下擺動，輕巧有節奏地拍打身體部位使產生舒適的感覺。

2. 按法：利用手指、手掌，在穴位上慢慢用力向下按壓，時間持續約 30-60 秒，直到按摩部產生痠脹感。
3. 拿法：用拇指和其餘四指置於身體某部位，由下而上提拿，使局部產生痠脹感。
4. 掐法：用拇指和其餘四指置於身體某部位，合力輕捏皮膚，並提起捻動。

5. 推法：用指腹、掌心或手掌根部，在身體某部位，進行前後、上下、左右的直線或弧線推進。
6. 揉法：將中指或拇指指腹置於身體穴位上，作輕柔和緩的旋轉揉動。

7. 摩法：將掌心或指腹，貼於按摩部位上，作順時針或逆時針環狀的磨擦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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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調適

陳柏翰

人際關係篇

台中「張老師」中心
諮商心理師

現代人因為工作型態的關係，在職場裡與同事

不存在的事情。例如員工在進貨時將貨物分類

遑多讓的，因此與主管、同事的相處往往會影

把工作完成，並且就好定位（事實）。若是主

相處的時間比起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經常是不

響個人的身心健康，甚至是工作品質。假使是
在批發及零售業工作，更要面對眾多不同個性

與要求的顧客，以前有句話是「顧客永遠是對
的」，隨著現代消費者的自主意識提升，對於
自己的「權益」越來越重視，過度傾斜的結果

並放置在貨架上，這時主管可以鼓勵他能適時
管誇獎員工火速完成、完美無缺，就稍嫌誇大

的方法。

28

的自尊，而不想向外求助，擔心會被認為不能

互相尊重，是在職場上常常被忽略的事情。為
卻忘了在做事情的都是一個個獨立的人，每個
人都希望自己做的是有價值的事情，希望別人

能肯定自己。但主管在要求部屬的時候，經常
只看到他的職銜或負責業務，沒有看到這個

「人」。同樣的，部屬也經常只會看到主管的
管理，也沒有看到「人」。如果能在要求事情

或是在對話的時候，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理解，
就能讓彼此的相處更順暢潤滑，做起事情來會
更得心應手。

有些主管為了激勵員工，經常會給予口頭上的

互相尊重之後，可以試著讓自己多一些同理心，

是要給予真誠的鼓勵，而非過度誇大，甚至是

的原因是什麼？想要達到什麼效果？換位思考

鼓勵，但這些鼓勵需要建立在事實之上，也就

結果是自己扛下過多的工作與責任，家庭、工

在主管這一端，有時候會礙於面子，或是個人

了追求績效、KPI，往往傾向於「把事情做好」，

自己會講的過程遇到什麼狀況，事先找到因應

國人往往比較不善於向外求助，特別是當自己

自己，也讓社會愛心更有發揮的空間。

許當事人會讓為自己是善意的謊言，目的在讓

先找好朋友試講一次看看，也能在過程中發現

去解決問題。

向外發出求助的信號，尋求適當的資源來協助

二、尊重彼此，建立友善氛圍

在誠實的同時，也需要先做好心理建設，可以

主管並非口頭說說，是真的有站在員工的角度

撈不著。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住的時候，切記要

一、誠實永遠是上策

不適應，但長遠來說，會是比較健康的方法。

依據員工的狀況去給予協助。員工也會感受到

作兩頭燒的結果不是讓自己過勞，就是兩邊都

以下將提出 4 點建議與大家進行分享。

直接讓大家知道你的狀況，也許會有一陣子的

原因是什麼？成果怎麼會有所缺失？然後才能

處於下屬地位時，有些人還會自覺矮人一截，

滿意，讓自己開心」著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以對，反而會讓彼此關係緊張。不如一開始就

有良好的職場人際關係。而這除了要瞭解如何

破掉的時候。

員工才能接受到鼓勵，有如吹氣球一般，終有

客，又不失自己的尊嚴，要設法做到「讓客人

謊言，還是會有漏洞，日後被揭穿你沒有誠實

在員工的角度去思考，他沒有辦法如期完成的

將來的職涯成長多一些準備。而主管也可以站

三、適時求助有益身心健康

及零售業的伙伴來說，如何適當的應對這些顧

彼此的關係不要那麼緊張。然而再怎麼善意的

此外，以上這些相處之道，其實都建立在有良

了。長久下來，這樣的主管就需要不斷誇大，

是有越來越多的「奧客」產生，對於從事批發

俗諺有云：1 個謊話往往要 99 個謊話來圓，也

之後，除了能多一些理解之外，也能讓自己為

部屬站在主管的立場去思考，他會做這個決策

勝任管理職。其實良好的心理健康是快樂生活、
工作的基石。而心理健康其實需要有健康求助

行為，因為每個人能負荷的有限，卻常常需要
背負過多的要求跟期待，如果一直都想著要靠
自己把所以事情完成，最後往往會燃燒殆盡。

四、學習舒壓，放鬆自己

意外總是在想不到的時候發生，批發及零售業
在工作上需要面對更多的狀況，常常會處在神

好的職場溝通上，有良好的溝通才能夠進而擁

溝通之外，也是一件需要練習的事情，讓自己
多些與同事良好互動的經驗，會讓你擁有更健
康的關係。

在此提出「職場溝通 3 步驟 — 同心圓」的建議：
❶ 同：職場同步，檢核目標。

同一個部門的伙伴，甚至一個公司的同仁之間，
最好經常確認彼此的工作目標是否一致，同仁
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才能事半功倍，並且避免

互相拉扯，抵銷能量的狀況，也能培養互相溝
通、瞭解的習慣。

❷ 心：敞開心胸，照見彼此。

同仁之間的開放坦承是很重要的，如果能盡量

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想法、感覺、期待，而非經
常需要猜測、想像，乃至懷疑，會是讓關係穩
定前進很重要的部分。敞開心胸還有一個好處
是可以讓彼此在對等的地位上分享，而不會有
高低之別。

❸ 圓：相處圓融，口語生花。

「親近生侮謾」在人際關係中經常會發生，特

別是在每日相處的同仁關係。當關係越親近，
越容易會忘記分寸，沒有禮貌的隨意對待，甚
至不尊重對方。久而久之，容易從口語輕謾，

進而互相看輕，甚至釀成憾事，因此要時時提
醒自己，在關係中保持圓融，尊重彼此。

經繃緊的狀態裡，進而造成在工作上或與人相
處時的過度反應。這些都會影響你在職場上的

人際關係，當你常常覺得身體緊繃，做什麼事、
說甚麼話都不對勁的時候，大概就是壓力過大

了。這個時候需要做一些放鬆自己的事，也許

是深呼吸，或者放下手上工作，到外面走一走，
還是找有空的同事聊聊，都是不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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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危機篇：
批發及零售業者的職業傷害防治
前言

貨能暢其流，物才能盡其用。

貨物從產地到消費者，需經由批發及零售的物
流通運。例如 : 家用米一包約 5-15 公斤，餐廳

用米一包 30 公斤，倉庫使用堆高機搬運貨品，

但賣場的排貨與補貨，以及宅配，則需要人工。
如果負荷過重或重複出力，又缺乏適度休息，
就可能造成肌肉骨骼傷害，或因久站導致足底
筋膜炎。綜合批發及零售業者的各種肌肉骨骼
傷害，可歸納成以下幾種原因。

肌肉骨骼的傷害原因
❶ 負荷過重 :

肌力無法負荷所引起的疼痛傷病。
❷ 姿勢不良

造成組織不對稱的過度負荷。
❸ 重複動作

持續反覆的工作，無法讓組織充分休息，導致
累積性的傷害。
❹ 振動衝擊

造成軟組織的拉扭挫傷、甚至傷及骨骼。

❺ 直接壓迫

造成組織受壓、血流不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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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❼ 足底疼痛

導致足底筋膜緊繃疼痛，無法站直踏地。
❽ 靜脈曲張

常見的肌肉骨骼傷害
肩頸痠痛、下背痠痛、手腳麻痛都是批發及零
售業者常見的肌肉骨骼傷害，說明如下 :
❶ 肩頸痠痛

( 例如 : 肱二頭肌肌腱炎 )，常因肩部提拉、高

舉過肩的動作，導致肩關節疼痛，肩部屈曲受
阻或前臂旋後引發疼痛。
❷ 手肘痠痛

( 例如 : 外側上髁炎、內側上髁炎 )，常因前臂

過度出力、握拳旋轉或手部握拉、推提重物，
導致肱骨外上髁疼痛，或肱骨內上髁痠痛。
❸ 手腕疼痛

( 例如 : 橈骨莖突腱鞘炎，俗稱 : 媽媽手 )，常因

手腕握提重物，及過度背屈導致手腕橈惻疼痛。
❹ 指關節疼痛

工作區的規劃

( 例如 : 足底筋膜炎 )，久站或過度出力負荷，

久站造成下肢靜脈回流不順。

肌肉骨骼傷害的防治
❶ 正確姿勢與動作 : 出力搬移物件之前，先熱

身運動。抬舉重物，儘量蹲下且使物件靠近身
體，使用腳力起身。避免彎腰駝背。

參考勞研所調查國人從事手工作業的研究報

告，男性的正常握拳範圍為 34.8 公分、最大握
拳範圍 76.9 公分、最佳工作區 25.4 公分；女
性的正常握拳範圍為 23.2 公分、最大握拳範圍
59.7 公分、最佳工作區 25.4 公分。

站立工作者的工作台，膝蓋附近可活動空間 10

公分，足部活動空間 15 公分，腳踏墊 20 公分，
讓下肢適時變換施力角度。

❷ 大展成大功柔軟操運動 : 雙手雙腳張開，身

參考法規

體成「大」字形，再側身成左右弓箭步，再轉

身成前後弓箭步，伸展及強化腰部及下肢。訓
練肌耐力，促進循環，靈活關節，強化背部及
腹部肌肉。

❸ 適當休息 : 放鬆肌肉與保護筋骨，提供組織
修復的機會。

❹ 可增設高腳椅，或穿彈性襪，預防久站造成
靜脈曲張或足底筋膜炎。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1 條 : 雇主使

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

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
肉骨骼疾病，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

第 324-5 條 : 雇主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勞工，

應設置適當之坐具，以供休息時使用。

( 例如 : 手指肌腱鞘炎，俗稱 : 扳機指 )，手指過
度出力導致疼痛緊繃，無法完全伸直。
❺ 手指發麻

( 例如 : 腕隧道症候群 )，手腕部重複掌屈出力，
導致尺神經壓迫，引發第一、二、三手指，甚
至第四指的掌側疼痛發麻，無法緊握。
❻ 下背痛

( 例如 : 腰椎椎間盤突出 )，下背部過度出力負

荷或彎腰扭腰，導致腰椎與背直肌緊繃疼痛，
甚至壓迫坐骨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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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危機篇：
常見之危機事件處理與心理調適

108 年某日凌晨 12 點半，在鬧區一間
超商，兩名男子佯裝購買飲料，趁結

帳時櫃台只有一名店員，搶走 1850 元

現金，當場一名嫌犯被超商店員攔截，
店員與獲報趕到現場的警方合力逮捕

這名嫌犯，另外一名強盜的共犯逃離現
場。事件過後，超商店員低調，不願意
回應媒體記者的詢問 …

楊靜芬

天力亞太心理諮商所
諮商心理師

理機制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茲將批發零售業
常見的職場危機事件分述如下：
❶ 天然災害

如颱風、地震、水災、土石流等
❷ 意外事件

如火災、工殤意外、員工車禍、暴斃、顧客在
賣場的 突發事件等
❸ 設備設施異常

資訊系統當機、電梯意外、停電、其他設施故障等
❹ 疾病 / 流行病傳染

以上類似的強盜事件看似尋常，在報章媒體上
亦經常可見，卻是批發零售業及其員工經常面

臨的職場危機（Crisis）。事件中，危機事件突

如其來地發生，導致賣場一陣混亂、打斷員工
平時的工作規則及步調，且在危機事件中發生

衝突、對顧客、員工與業者的生命財產造成相
當程度的威脅、事件具急迫性、需要立即面對

❺ 自我傷害事件

如員工、客戶的自我傷害、自殺事件等；
❻ 犯罪事件

如攻擊脅持、強盜、毀損、性騷擾、貪瀆、與
其他危及生命與財產的犯罪行為等。

及馬上做出不同以往的反應與處理 …，以上都

❼ 其他危機事件

與衝擊。

波及等。

是危機事件普遍對業者與職場員工造成的震撼

如食品安全、客訴糾紛、聲譽危機、群眾抗爭

批發零售業常見的職場危機有哪些？

以上這些都是批發零售業產業可能面對的危機

的生財之道，然而頻繁商業行為的背後，牽涉

事件都來得突然、無法預知、令人扼腕、混亂

「賓客盈門，門庭若市」是傳統批發零售產業
各家廠商、物品 / 員工 / 眾多顧客熙來攘往的

互動，舉凡商業活動中任何人、事、物在過程
中發生非預期的意外或突發事件，都可能造成

職場危機事件。因此，批發零售業業可能發生
的危機事件可謂無所不在，設置有效的危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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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SARS 事件、流感、其他傳染病疫情暴發等

事件，每個事件的人、事、時、地、物都不盡

相同，突發的壯況也大不同，但相同的是每個
而令人措手不及，而且每個危機事件的影響均

擴及多個層面與團隊，如，員工、業者、顧客、

如何預防批發零售業的職場危機？

批發零售業的三級危機管理

其 所 著《 工 業 事 故 预 防 (Industrial Accident

轉機」，在平時繁雜的批發零售業職場工作中

美國安全工程師海因里希 ( H.W. Heinrich) 在

Prevention)》書中提及，根據調查 98% 的職場

事故是可以預防的，只有 2% 的事故超出人力
可預防的範圍；且提出 1：29：300 的事故法

則，闡明導致各種事故因素的關聯性，他指出

一企業有 300 起無死傷 / 損失的小事件發生時，
就可能發生 29 起輕微傷害 / 損失的事故，以及
1 起重大死傷 / 損失慘重的重大危機事件。富

蘭克林也說過「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

所謂「危機」即是「危中有機」、「危機即是

落實日常管理，並積極針對賣場中潛在風險進
行檢討、改善、控管、防微杜漸，可大幅降低

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前述危機預防工作為危機

管理首要的任務；然萬一危機事件發生時，更
需啟動一個有組織、有效率、能在短時間內對
發生的危機做出適當反應的危機處理機制。以上

乃為危機管理中的三級預防概念。茲分述如下：

療」，因此，批發零售業積極預防危機最有效
的方法如下建議，並輔以三級危機管理概念，
以求落實危機管理於職場管理工作中：

❶ 針對日常管理中，發現的無死傷 / 損失的小

事件進行檢討，且根據檢討結果，以納入員工
在職教育訓練，或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SOP) 方
式，在平時作業中即多加留意，防範無死傷 /
損失的小事件再次發生於未然。

❷ 針對在職場發生輕微傷害 / 損失的事故，由

主管責成專人進行研議，根據事故研議結果，
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SOP)，在平時作業中即設

置主動檢核或防錯機制，避免發生輕微傷害 /
損失事故的可能性。

❸ 針對職場發生重大死傷 / 損失慘重的重大危

機事件後，由危機事件處理小組進行調查，做
成危機防治的策進報告，相關單位根據策進報
告擬定部門行動方案，由危機事件處理小組委
派專人定期跟催與進行成效追蹤，確保重大危
機事件的矯正與防範。且將危機事故編入員工在

職教育訓練的案例中進行研討與危機因應演練。

廠商、販售物品、家庭、社會大眾、媒體、主
管機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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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危機管理：
訂定全員危機防治教育訓練計畫及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二級危機管理：
及早發現、通報並介入潛在危機

三級危機管理：
危機事件發生後的處理與復原階段

以有效提升員工危機防護意識、預防危機事件

早期發現、通報、並介入處理潛在危機是二級

一旦危機事件發生，依據危機類型盡快動員，

的主要目標。

有助於早期發現、通報高危險群、潛在風險、

反應，介入處理相關後續事宜，主要目的在於

發生，並且建立危機處理機制為一級危機管理
❶ 強調環境性、教育性、互動性的全面預防，

訓練相關部門應定期舉辦職場安全防護講習、

顧客溝通與期待管理、員工身心健康講習等，
強化員工危機意識，方能有效提高員工防範、
發現、化解潛在危機的能力，以及及早覺知可
能危機、通報危機的敏感度。

❷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需建置危機處理小組、
訂定危機處理標準作業程序，並據此作業程序
定期進行危機模擬演練與訓練，提高危機處理
小組的分工、主管與員工應對各種危機的緊急
反應與處理能力。

批發零售產業面臨市場競爭白熱化的壓力，且
每日需面對形形色色的顧客，同時滿足不同客
群的多元需求，不同批發零售業提供服務的營
運模式難免帶來不同職場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如，全年無休、24 小時營業、限時到貨服務 …

等。因此，業主需考量公司的商業服務模式，
研擬各類相關危機處理標準作業程序，並預備
相關的危機處理機制。

1. 員工情緒 / 健康危機處理
2. 夜班員工值班危機處理
3. 運輸 / 送貨人員危機

或有隱憂的作業等，投注資源關注職場、賣場

中有較高危機發生可能性的作業、場所、人員、
對象 ( 顧客、廠商、通路、商品等 ) 等，加強

預防措施、介入改善、稽核、人員輔導與協助、
危機演練、以及建檔追蹤等，施行重點危機預

防工作、防範危機發生於未然，落實早期發現、
早期介入的概念，使潛在危機獲得處理，避免
重大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迅速啟動危機處理機制，協助緊急狀況的立即

避免衝擊擴大，使危機對組織、員工、客戶等
人員身心的傷害與負面影響降至最小，儘速協

助受影響的人、事、物恢復到正常運作的常軌。
倘若能在危機發生後有效率應對、化解，以主
動、積極的姿態迎接危機帶來的挑戰，使危機

的破壞減少到最低程度，進而利用危機的挑戰、
從危機中獲得機會，此乃危機管理的積極意義。
批發零售業產發生危機時，處理的不只是危機

本身，更需顧及的是員工、顧客與社會大眾的
心理需求與觀感。在發生危機的第一時間，如
何以有限的資訊，由單一窗口儘速分別對內部

員工、受波及的顧客、廠商、通路、社會大眾、
媒體及主管機關提供真實情況的說明。此外，
由發言人正式代表公司高層致上懇切的歉意，

理中的兩大重點。

首先是危機中的「安身」工作，危機發生的第
一時間，危機處理小組與各部門依危機處理標

準作業程序，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協同處理

危機後的各項救災、現場隔離、醫療救護、通
訊、聯繫、偵訊與人員安置 … 等事宜，並定時

回報危機處理小組召集人處理進度、所需資源
等訊息，彙整危機處理進度與管理階層保持密
切聯繫。

其次是危機中的「安心」工作，。除了上述針
對危急狀況的處置外，更值得關心與重視的是
在事件中遭受心理衝擊與影響員工的心理復原

工作，提供危機事件壓力管理 (CISM,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 的安心服務計畫，
可以有效降低危機事件後員工急性壓力反應、
以及其對組織工作氣氛與生產力的負面影響。

割、撇清疏失與法律相關責任等。同時，主動
提供媒體後續報導，藉以在危機中呈現企業的
正面形象。

危機中受波及人員的協助

危機波及與影響的人員可能有員工、顧客、通

示威、鬥毆、暴動等。

重點。「安身」與「安心」是職場危機事件處

的數據…等，而不是急於與廠商或通路進行切

6. 傳染病危機處理

8. 其他危機 …，如，受社會事件波及危機處理，

的危機處理中的「安身」與「安心」兩大工作

估進度等，並提出已經證實的訊息、與等待中

「經歷危機，沒有人可以無動於衷！」批發零

7. 廠商或通路危機處理

使儘速恢復工作與生活步調，端賴危機發生後

說明公司採取的緊急措施、資源調度、及其預

4. 高危顧客危機處理
5. 食安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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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的重要工作，各部門人員的危機意識

次受創、惡化、漸次恢復身心平穩的狀態，期

售產業在歷經危機事件的混亂崩解狀況中，受
路、廠商、目睹者、救援者、危機處理小組成

員等。支援受波及人員身心需求，使之不致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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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引發的急性壓力反應 (Acute Stress Responses)

危機事件

職場發生危機事件時，一般來說首當其衝遭遇危機威脅的人員，是危機事件中最直接受到較強烈心

暫時性的壓力反應：

社會其他耳聞者等，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產生急性壓力反應 (Acute Stress Response)。至於

面急性壓力感應

生理上、情緒上、認知上、行為上等四方

理衝擊的人；其次，員工、受難家屬、危機目睹者、救援者、危機處理小組、乃至社區民眾、或者

危機事件導致人員創傷後急性壓力程度大小，與危機刺激強度大小、人員個人背景、特質、生命經
歷、以及危機後協助復原處遇 … 等因素息息相關，如圖一所示。

心理成長

1. 危機本身

2. 性格特質

3. 危機後處理

殊的外部刺激程度

性、習性與創傷經驗

部介入處遇

危機時，強烈且特
與影響層面

個人過去累積的特

學會新的適應技能或態度

心理疾病

恢復正常

需要進一步的藥物或心理治療

無實質或持久的心理改變

危機後，接受的外

圖二、危機後續心理發展的可能性 (Dohrenwend,1978)

受波及人員的心理調適－安心服務
提供危機事件壓力管理 (CISM) 的安心服務是協助員工經歷危機壓力的重要工作。安心服務介入過程

中，讓員工有機會面對、整理危機事件對自己的衝擊、以及對生活作息等的影響，藉由彼此交流受
個人創傷後心理反應
圖一 、危機影響個人心理反應的因素 (Hodgkinson & Stewart, 1991)

危機中人員急性壓力反應為「非常狀況下的正

緒、想法與行為各方面產生短暫性的改變，常

都或多或少會產生暫時性的急性壓力反應。急

失神、自責、空虛感、不想說話、停不下來、

常反應」，因此經歷危機事件，幾乎每位員工
性壓力症狀常有以下三類：

❶ 經驗重現 (Re-Experience)

如危機景象、聲音、氣味的重現，身歷其境的
惡夢、靈異現象等。

❷ 退縮麻木 (Avoidance & Numbing)

如失神發呆、感覺麻木、避而不談、選擇性遺
忘等。

❸ 神經緊繃 (Increased Arousal)

如坐立難安、注意力無法集中、煩躁易怒等。

至於人員的急性壓力反應也會使得在生理、情
36

創經驗抒發壓力情緒，並提供經歷危機身心反應「正常化」的機會教育，尋求自我照顧的方法、發
展同儕支持，以建設性的關注取代原本的疑慮及擔心，重新恢復對現實的掌控感。

更重要的是，透過安心服務有效篩選出心理受創傷較重的員工，安排後續諮商或心理治療的資源協
助，可大幅降低人員因危機心理壓力慢性化而導致未來罹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

安心服務哪裡找

有的改變如，沒胃口、失眠、頭痛、胸悶、想哭、
喝酒 / 抽菸等。

臺北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有「金山五號、安心服務」，提供醫療保健產業一級與二級預防的

的急性壓力反應大多不是病態或身心問題的

「金山五號、安心服務」服務說明：

的 1 ～ 4 週內，隨著時間逐漸獲得緩解、乃

全額補助。

需要提醒受波及人員的是，有上述這些暫時性
癥狀，這些急性壓力反應症狀會在危機過後

安心宣導與預防諮詢，乃至危機發生後，三級預防之緊急安心服務與緊急心理諮商等資源。

服務方式：可依申請單位需求彈性調整時間長短、以及進行方式，輔導費用皆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至恢復正常，有些人員可能會因經歷危機事件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22：00

習。相對的，少數經歷危機人員的心理創傷未

聯絡電話：
（02）3393-7885，只要一通電話，就能夠找到安心服務，讓心有依靠。

的衝擊，引發一些省思與啟發而獲致改變與學

獲緩解，這些症狀反而慢性化，而導致其他的
問題，如罹患憂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疾患等
心理疾病；如圖二為危機後續心理發展可能性
(Dohrenwend,1978)。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 1 段 5 號
● 補充資料

本章限於篇幅，僅針對批發零售業常見危機事件處理與心理調適略作說明，詳細內容及參考表
單，可閱讀以下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彙編之危機守門員實務手冊。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彙編，臺北市職場危機守門員實務手冊。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彙編，臺北市校園危機守門員實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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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協助篇：
如何透過 EAPs 提供員工法律問題協助
前言

職場員工一旦面臨法律問題時，在心理及經濟
上往往產生極大的壓力，進而影響其工作上的

績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公司的損失。為

能協助員工解決個人法律以及其他生活、工作、
健康上會影響其工作效率的問題，以有效提升

企業運作，政府積極支持企業推動「員工協助
方 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簡 稱

EAPs)，本文即以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為主
題，略述企業如何提供員工法律問題協助。

何謂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

陳美智

維信法律事務所 律師
天力亞太顧問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1. 心理諮商 / 諮詢 2. 健康醫療諮詢 3. 法律相關
諮詢 4. 理財稅務諮詢 5. 管理相關諮詢 6. 危機
處理服務 7. 綜合相關服務

其中以心理諮商 / 諮詢服務及法律諮詢服務為

最多企業及員工所使用，而員工常見之個人法

所以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是有效發掘員工

問題，並連結各項可利用資源，積極協助員工
解決會影響其工作效率的法律問題，經營企業
與員工關係，進而達到勞資雙贏的服務。

❸ 健康面

是指透過工作場所中提供的各種健康、醫療等
服務，協助員工維護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另以服務方案的專業性來區分 ( 國內常見的分
類方式 )，EAPs 的服務內容可分為七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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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至於諮詢後如需受委任律師進行法律動作，則由員工自行委任並付費。
2. 員工如何使用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

(1) 與公司內負責 EAPs 的人資或員工關係部門主責人員晤談與釐清案情後，再由其轉介給委任律師
提供法律諮詢協助。

給律師顧問提供法律諮詢協助。
一對一法律諮詢。

(4) 有些企業並提供因案情需要須一同諮詢之配偶或直系親屬之法律諮詢。

❸ 保密原則

有關員工使用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之保密，
律師依法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

人秘密，且企業與委託之律師事務所或 EAPs

顧問公司所簽合約均有保密條款，約定在沒有

得到員工之允許前，除非法律、法規另有規定
外，律師或 EAPs 顧問公司均不應向第三人 ( 包

括 EAPs 企業客戶 ) 透漏或討論員工的諮詢內
容。因員工使用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之個案

康」三大層面，其中：

問題。

問題，提供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之受委任律師僅針對員工個人法律問題，提供由企業付費的諮詢

(3) 由公司內負責 EAPs 的人資或員工關係部門主責人員安排律師進公司提供法律知識講座，或安排

傷害、侵權等民、刑事及相關法律問題居多。

EAPs 服務內容應包括「工作」、「生活」與「健

應處理包含有對工作直接或間接造成影響的

步委任律師處理，如造成重大傷害或死亡之車禍案件、不動產買賣糾紛等。但不論簡易或複雜法律

消費糾紛、漏水、噪音、管委會、妨害名譽、

及追蹤會影響其工作績效表現的個人問題。而

❷ 生活面

車碰撞之損害賠償事件、辦理拋棄繼承等，有些法律問題案情複雜需訴訟始能解決，則有需要進一

(2) 直接撥打免付費電話或 Email 給外部 EAPs 顧問公司，由初談接案人員釐清案情後，再由其轉介

債務、遺產、拋棄繼承、不動產買賣、租賃、

員及外部的專業人員，來協助員工發現、解決

應包含有勞動條件與生涯管理相關服務。

1. 員工生活上所遭遇之法律問題態樣不一，有些法律問題僅需律師提供諮詢即可解決，如單純車與

律諮詢議題，以車禍、婚姻、夫妻財產、債權

EAPs 源自於美國，是一種透過公司內部管理人

❶ 工作面

❷ 由公司委託律師事務所或 EAPs 顧問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紀錄及資料是保密的，一旦發生法律問題，員

EAPs 的法律協助服務模式
❶ 由公司內部法務單位提供協助

此服務方式係由公司內之法務單位協助解決員

工法律問題，此方式固可節省經費預算，惟公
司內法務單位主要係處理與公司有關之法律事

宜，而非私人法律協助，且法律問題態樣不一、
難易不同，仍有由專業律師提供法律服務之必
要。且由公司法務單位協助員工處理個人法

律事宜，會讓員工擔心自己的問題有外洩的可
能，而無法安心使用，致無法達到 EAPs 的協
助目的。

工能安心使用該法律協助，以達到 EAPs 的法
律協助目的。

結語

實施 EAPs 服務之企業，大多委任律師或 EAPs 顧問公司針對員工個人法律問題提供法律諮詢，但若

公司無設置法務單位亦無委託律師或從事 EAPs 服務之顧問公司提供法律諮詢，則可彙整在地相關
法律資源提供員工使用，如部分縣市政府、區公所、戶政事務所或律師公會等會提供律師駐點法律

諮詢 ( 可上網搜尋政府機構之免費法律諮詢 )，另亦可向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協助 ( 扶助範圍依法律
扶助法之規定 )。無論係以何種方式提供員工個人法律問題協助，對面臨法律糾紛之員工有所助益，
使員工能安心投入工作，進而達到協助員工、幫助企業之目的。

39

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臺北市勞資爭議相關協助資源

❶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 業務服務 > 勞動服務 > 勞資爭議：
https://bola.gov.taipei/News.aspx?n=F271D8CB463B63F5&sms=31B6C0BAB6E11488
❷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 常見問答 - 如何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出勞資爭議申請？：
https://bol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DEDF5DCB0A26A46&sms=87415A8B9CE81B16&s=88

職涯規劃篇：
線性到多重階段生涯任務
給 EAP 執行人員面對生涯諮詢的工具書

E2A4BC5018B1CE

綜觀快速變遷消費性、零售、與百貨產業，如

❸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即時通：

往是企業應對轉變的成功關鍵。企業常見的員

https://ap.bola.taipei/bola_front/
❹ 免費律師諮詢

1. 勞動權益中心 ( 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6 樓 )
A. 線上預約制：

每週三及週五下午 2 時至 5 時提供服務，至本局勞動即時通 ( 網址：https://ap.bola.taipei/bola_
front/) 預約。( 由台北律師公會協辦）
B. 現場登記制：

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2 時到 5 時提供服務。( 由基隆律師公會協辦）
2. 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 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東北區 )
A. 現場登記制：

每週三及週五下午 2 時至 5 時提供服務。( 由台北律師公會協辦）
B. 電話諮詢：

每週一、二、四下午 2 時至 5 時，撥打 1999 或 (02)27208889( 外縣市 ) 分機 7019，通話時間為 10 分
鐘，請把握通話時間。（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協辦）

何運用職涯規劃與發展，激勵與發展人才，往
工生涯議題包含：工作設計、工作動力、薪酬
與福利、工作適應、升遷、技能提升之訓練與

發展、工作中斷及復工（個人因素或是職災）

以及生涯轉變與再造（解聘、離職或退休）等。
這些議題都是 EAP 從業人員，在服務企業員工
時，可能會經手的情境脈絡。關於 EAP 現行的

專業，某些情境要素下仍需延伸或轉銜至專業

顧問外，身為 EAP 執行人員，應具備以下的知
能，才能更精緻地提供相應服務。

綜合以上議題，輔以訪談零售及百貨業的 EAP

執行人員，筆者以三大生涯諮詢主軸：生涯發
展，生涯中斷與生涯再造，列舉各大主軸由常
見的挑戰議題，提供 EAP 執行人員在因應生涯
諮詢議題時的參考。

職涯發展
❶ 議題：留任關鍵新人

EAP 的執行人員如何協助新人留任，讓員工找
到驅動力產生績效

❷ 常見新人的困境：
1. 企業文化的適應
2. 主管的磨合

3. 工作方式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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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霞

天力顧問
特約資深顧問暨生涯教練

❸ 解決方向：
1. 文化適應

可運用及推行組織內部的幸福志工或 Mentor 制

度協助新人瞭解企業文化，筆者在訪談過程中，
感受到企業文化亦藉由福利政策的用心與尊重

員工來體現。例如為了獎勵生育，提供生產補
助每次新台幣 50,000 與有薪產假三個月的福利

政策，在懷孕期間提供媽媽包及主動提供四次
孕程諮詢。為了獎勵運動，發展 APP 提供健康

促進並訂出立即性的獎勵，例消耗卡路里，若
能達標，則提供門市購物金。針對派駐海外駐
點的員工，在出發前會安排個人健康諮詢與派
駐當地飲食健康諮詢。重點是促使新人在加入

公司時感受到自然且輕鬆的關懷快速融入環境。
2. 主管磨合

規劃培訓主管關懷員工的定期訓練課程

a. 聚焦在主管如何覺察自己的領導與溝通風格
b. 如何辨識高壓力的員工並提供轉介
3. 工作適應

導入新人教練服務，三個月內安排3~5次定期會談：
a. 探索與評估：

運用內部或外部 EAP 顧問，透過半開放式問卷
了解新人適應議題

b. 同理與支持，並善用企業文化

從新人的角度，了解與設想，並協同公司支援
系統提出協助

c. 盤點與提取：

從新人或新調派的工作歷程，找到部門或公司
他欣賞的典範人物，以目標學習法驅動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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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中斷時
EAP 執行人員如何提早介入，協助員工重返復工

❶ 復工的困境

若是因為職災，勞工經過一段時間在家休養，
雖然身體情況經過評估，可以返回工作崗位，
但是復工前的忐忑不安與躊躇，讓復工之日充
滿變數，常見的預設立場如下：
1. 憂無法承擔原有工作負荷

2. 尚未調適好因職災所導致的心理議題

3. 無法應付同儕因為自己工作能力變差的眼光

4. 沒法回到原有的狀態，反而還要同事間更多協助
5. 主管會如何看待我的績效

儘管職醫就專業角度，已確認也開立復工的診

斷證明，建議 EAP 人員在復工的關鍵期介入提
供協助：

❷ 復工前的準備

在職醫提供的復工診斷證明後，EAP 人員可以
分別從外部環境與內在心理提供協助：
1. 外部環境

a. EAP 人員即時與主管討論此人重回原有工作
或需重新做工作設計

b. 主管與團隊同事們，告知復工者的狀況，商
榷同事提供支持與協助，

c. 探討初期以彈性工時方式開始工作之可能性
2. 內在心理

a. 探索與評估：
●

EAP 人員同步了解與評估是否有憂鬱狀況與

即時處理
●

若是員工遭受到心理挫折，只能在家裡養傷，

如何調適夢想被中斷的困境
b. 同理與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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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他的角度，了解與設想

●

從他提出擔憂的議題，分辨哪些是想像出來

的與事實狀況間的差距
c. 盤點與提取：
●

從生命歷程中的挫折經驗，回顧自我如何走

過，和面對挫折所產生出新的能力
●

提取正向能力或是成功經驗，讓他信任自己

的能力可以面對復工

❸ 復工期間的陪伴
1. 定期個案評估

專業團隊評估，包含：職醫的評估、護理師的健
康促進、內部心理師或外部顧問 評估復工狀態
2. 定期與主管會談

透過主管觀察，內部 EAP 人員與主管的定期會
談，以了解個案復工適應狀況

生涯再造期
❶ 退休期 / 中斷再出發的準備

透過 EAP 內部從業人員或是外部顧問協助，讓

自願與非自願的退休員工，提早對轉變做規劃，
以增進心理的安適感和掌握度，提升驅動力打
造自己專屬的人生下半場

❷ 退休前的準備：

在退休前的準備上，自願性退休比非自願性的

個案在接受度上容易得多，對於非自願的個案
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下較難打開心房，建議逕行
尋求外部專業顧問提供諮詢與協助：
探索與評估：

主要協助和探討的重點如下：
1. 為什麼要退休？

2. 如何與自己的工作環境的主管與同事說再見？
3. 如何展開新生涯？

❸ 退休後的調整：
探索與評估：

1. 失去頭銜，怎麼建立新的身份識別？
2. 怎麼建立價值感？

3. 發掘自我的成功脈絡和優勢

4. 如何與另一半相處，覺察溝通與面對衝突？

面對生涯再造階段的員工，諮詢若以線性生涯
為主軸（education> work> retirement）並不

合用。這群專業經驗豐富的族群，應該要探索

● 補充資料

台灣因少子化與高齡化，高齡退休浪潮在人口推估報告中，從 2016 年
到 2061 年工作年齡人口將以一年平均減少 18 萬人，面對這樣的勞動
缺口；如何開展並善用中高齡的人力資源；中高齡就業法 2019 年 10
月 30 日初審通過，中高齡的再就業或是以回聘，定期契約，顧問，
Mentor，工時的彈性運作。

的是如何運用多重階段生涯任務。退休，不是

電影 “ 高年級實習生 ”，身為Ｚ世代的 Jules 老闆曾經問 Baby boomers
的 Ben：『為何你總能在對的時刻，做對的人、說對的話、做對的事？』
印證高齡智慧的價值與貢獻，激盪出跨世代合作果效。

工作環境的多變，這群員工更具有生涯彈性，

1. 中高齡就業法初審通過，10/30/2019 ( 自由時報 )
https://reurl.cc/L1lMR4

終點，而是再出發的新始點；配搭現行科技和
而企業更應學習靈敏用才。

鼓勵終生學習，增強員工彈性與活力，讓生涯
規劃不只是工作發展更是經營人生。

政府促進中高齡就業的相關資訊如下：

2. 銀髮資源網
https://swd.wda.gov.tw
3. 臺北市勞動局成立銀髮人才就業諮詢站！
https://reurl.cc/NalR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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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求助篇：
職災或重大疾病後回復職場的準備與壓力

楊明磊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
與諮商研究所 副教授
行政院及勞動部
與公民營企業員工
協助方案顧問

同仁遭遇職災或重大疾病後復職，通常是指基本工作能力已經恢復，但實際能力可能仍與傷前有所
差距，以及因傷帶來的身心影響可能仍持續存在，因此員工與公司都需對後續工作情況做好準備。

對公司來說，一方面歡迎同仁復職，另一方面則要重新評估員工復職後的能力是否適合繼續從事原

本業務，或需依其現有情況適度調整工作任務，同時也應教導原本的同事及新職務的同事如何與復
職同仁相處，例如，有些人並不喜歡他人過問自己的傷病狀態，但有些人則希望獲得他人的主動關

2. 復職前也需與家人討論復職後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薪資水準的改變，工作性質與工作時間的變
化，因復職後壓力帶來的情緒緊張等，需與家人如何相互配合體諒。

3. 復職前後務必與主管說明自己的身心現況，討論最適合復職後的工作方式與內容，並從人資、公

會、福委會了解可使用的員工協助方案，也要主動向同事致意，主動融入團隊，重新建立復職後的
共識關係。尤其是如果傷病期間與公司間發生訴訟或勞資衝突，則同仁往往各有看法，更是在復職
後小心處理人際關係。最忌諱的是認為別人應該體諒包容自己，別人應該了解自己的痛苦，別人應
該主動協助自己適應復職後工作環境。

4. 復職後可能仍須復健或回診，故須與公司商討調整工時問題，以及若需使用輔具，如何在光線、
空間、聲音上為使用輔具做比較好的調整。

懷，使得適不適合主動表示關心往往因人而異，由誰 ( 主管還是同事或者人資 ) 來表達關心也是個學

5. 在心理上特別重要的是，避免太快想要讓一切恢復正常，讓自己的一切如同職災或傷病前的狀態，

質助益的項目開始，例如討論保險給付、公司的相關津貼、法律議題、對同仁家庭的協助等，表達

些人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有些症狀明顯，有些症狀則相當隱微，有時候是變得更焦

問。這部分的議題通常比較適合在復職面談中與同仁開誠佈公的討論，討論時，可以從較具體有實
公司善意後才討論工作適應議題。

有時候，同仁復職了，但心理上可能對公司的某些處理有所抱怨，或擔心因自己的傷病情況而職位

不保，或介意旁人閒言閒語而變得特別敏感，因此，主管主動善用敏感度留意同仁情況，適度引入
心理諮商服務就變得相當重要。

也有些時候，復職同仁亟欲證明自己能力不亞於復職前，而會特別認真努力，或特別介意他人評價，

這麼做往往只會讓情緒問題持續更久，也更容易忽略心理問題的早期徵兆。職災與重大意外後，有

慮，或變得更消沉，覺得人生無常，也有人平常看來正常但一接近當年事故地點就情緒波動，因此，
如同服保健品般與諮商心理師保持穩定接觸，時刻觀察與調整自己的情緒，隨時處理因應人際、家
庭及工作上的各種挑戰及壓力，是幫助自己更早恢復良好心理健康的重要做法。

如同許多疾病的預後處理越仔細、越全面，往往能讓自己康復得越快越好，也越少後遺症，因此復
職前後為自己做好越多的準備，越完整的安排，也會讓自己越早以最佳狀態重展光芒。

或情緒變得過於緊繃，這些反應有時會帶給其他同仁壓力，因此主管不能只關注復職的同仁，也要
注意其他同仁的情況，這時引入團體諮商會比個別諮商更能促進整個部門的運作。

對復職的同仁來說，有時候復職並不是因為傷病已經康復，而是擔心停休太久會職位不保，或希望

盡快恢復收入以減輕經濟壓力，或停休期間家庭關係變得緊張而希望藉復職緩和家庭關係，換句話

說，其實是在身心狀況沒準備好復職時就復職，而這些沒準備好的身心狀況會與復職後的實質工作

壓力產生相乘效果，帶來更大影響。例如，工作上小疏失原本是每個人都會發生的，但若發生在復
職同仁身上則可能被放大檢視，或被簡單歸因於離開工作太久，復職同仁的自我焦慮會對自己造成
更大壓力，也更容易在意他人眼光，既使其他人沒有苛責，自己也可能誤以為別人在責備自己。

也有復職同仁剛好相反，希望因自己的身心狀況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包容，或較多的友善對待，站在

心理道德高位上而容易不滿於沒有得到足夠包容，覺得自己都這樣了，大家還這樣對我 ? 造成辦公

室氣氛緊張。還有些情況則是，人雖然復職了，但還有需復健與保養的地方，如果這些相對脆弱的

部份不是很容易看見 ( 例如疼痛、易累、頻尿、感官功能下降等 )，往往會被他人覺得自己不夠認真，
常離座休息，怠忽職守等。

面對各種情況與壓力，以下幾個建議可供參考 :

1. 在復職前應與醫師及復健師具體討論，自己身心狀況在復職後的可能變化，以及在工作環境可以
如何調整及適應，包括輔具的使用須從家居使用調整為適合在工作環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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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相關協助資源
❶ 勞動部 ( 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id=FL085196
❷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 影音書冊 > 文宣品及出版品 > 職場平等：

https://bola.gov.taipei/News.aspx?n=D82D1BC251624AD7&sms=E2C20C40DD25EC2A

家庭及生活

家中年幼孩子及長輩照顧
小孩：「媽媽／爸爸，今天我不想去上
學…」父母：「學校不好玩嗎？沒有，

Q：向雇主反映受到他人「職場霸凌」，雇主不予處理，我該怎麼辦？
❶ 至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申訴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❷ 向臺北市勞動檢查處職業衛生科申訴

專線電話：(02)2308-6151 或 (02)2308-6101#300 至 307
❸ 免費律師諮詢

1. 勞動權益中心 ( 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6 樓 )

A. 線上預約制：每週三及週五下午 2 時至 5 時提供服務，至本局勞動即時通 ( 網址：https://ap.bola.
taipei/bola_front/) 預約。( 由台北律師公會協辦）

B. 現場登記制：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2 時到 5 時提供服務。( 由基隆律師公會協辦）
2. 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 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東北區 )

A. 現場登記制：每週三及週五下午 2 時至 5 時提供服務。( 由台北律師公會協辦）

B. 電話諮詢：每週一、二、四下午 2 時至 5 時，撥打 1999 或 (02)27208889( 外縣市 ) 分機 7019，通
話時間為 10 分鐘，請把握通話時間。（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協辦）
●

另外，對於從事霸凌者，如有涉及民事或刑法部分，建議可逕循司法途逕解決，或警察機關通報處理。

同學欺負妳嗎？沒有，老師很兇嗎？沒
有，那到底是什麼？你要說阿，不要只
是一直哭！！」

長輩：「唉唷哀阿，老了，就是沒用，

到哪裡都是多餘的…老了，做事都沒體
力，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拔大，你也這樣
對我…唉。」

不知道看到上面這兩句話，身為照顧者的你，
有沒有熟悉感，那種又來了的感受，常常覺得
自己總是被這些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受轟炸。年
幼孩子與長輩的照顧，許多經驗認為其實是最
難照顧的一群人。因為孩子與長輩都環境與發

展的狀況，使之往往是情緒最敏感的一群人，
對於很多事情都有細微的感受，但辛苦之處就

在這裡，有了許多感受後卻不知道如何表達，
孩子是還沒有足夠的語言表達；而長輩是太多

人生經歷與感觸，不知道該從何表達，甚至不
敢跟你表達。那再面對這兩種個情緒敏感但又

難以表達的家人時，你該怎麼辦？你一定很想
知道他們到底怎麼了？

其實要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其實是一件很簡單

的事情，因為人類的大腦時其實很好玩，我們
大腦中有一個叫做鏡像神經元 (mirror neuron)

的細胞，其功能在於讓人類了解他人動作的目
的及社交意義，甚至可以使人在腦中模仿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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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婉吟

福和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諮商
心理師

他人動作，進而體會他人情緒表現，簡單來說
若鏡像神經元的活化功能，可以讓我們的大腦

可以透過「模仿」而達到學習，進而發現別人
表情和情緒的改變。因此很多時候當我們在和

他人對話的時候，為什麼可以感同身受，甚至
激發出同理心，都是因為我們的大腦同步的在
模仿對方當下的表情與神情。

所以知道對方現在的感受與心情，是我們人類
自然的功能，但為什麼還總是猜錯或是搞不清

楚呢，是因為每個人的情緒語言不太一樣，雖
然我們有鏡像神經元，但往往我們當下模仿到
對方外在的表情與行為時，有可能跟我們自己
平常表現的那個心情感受的樣子不太一樣，曾

經中來有個五十多歲的大哥因為照顧爸爸的壓
力來到了會談室，他說他的爸爸從沒有哭過，
記憶以來他都是一個很難相處的爸爸，平常很

嚴肅，且總是愛針對很多事情做出批評，一邊
聽他描述爸爸的樣子，一邊陪他分享心情，一
邊陪他仔細再次認識爸爸，他說有次他陪他的
爸爸去參加親戚的喪禮，他看著爸爸碎念這個

葬禮太簡化、哪裡不好等等，其實心理很煩躁，
本來想開口阻止爸爸說話，但不知道為什麼就

沒有說，我帶他細細的去回想當初爸爸的臉龐

與表情，他說爸爸的表情、聲調言情都跟平常
一樣，但似乎看到爸爸的眼角比平常下垂了一

點點，講到這，我問了他一句話：「除了爸爸

表情一樣，你心理感受到什麼？」此時，他說：
「感受到爸爸很深很深的難過 …」，那一刻，
他突然明白，原來傷心不一定會掉眼淚 …，原
來以前他以為爸爸總是在生氣，其實那是因為
他真的不懂他，不懂他傷心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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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故事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情緒在我們
人與人互動之間其實比語言還要複雜，因為語

言還有文字，有一個標準在那裡，但情緒沒有，
沒有任何人的情緒表現是完全一樣的，就如這

親子關係 / 夫妻相處 /
婆媳妯娌因應之道

位長輩表達傷心的樣子一樣，可能是帶著堅強

媽媽：「為什麼只是吃飯、洗澡、整理

到彼此真實的感受，因此交給大家三個口訣 -

拉這麼久！再跟你說話，你要回話阿！

的嚴肅，但我們若沒有靜下心來，真的會讀不
「情緒停看聽」。

❶ 停：暫停自己當下的情緒

書包，把聯絡簿給我簽名，可以拖拖拉

你什麼都不說，一直低頭，我怎麼知道
要怎麼幫你。」

我們往往的第一個情緒，通常都是不是最真實

媳婦：「媽，我講過了，不要煮那麼多，

因此暫停當下的情緒，不要被第一個情緒給騙

幫我說話，你不知道我受委屈嘛？不要

的情緒，有時候只是為了掩蓋最真實的感受，
了，是找到真正感受的第一步。

不新鮮又浪費 !」「為什麼剛剛你沒有

一直跟我解釋，我不要聽那麼多解釋」

❷ 看：仔細觀看彼此的表情和肢體語言

太太：「牙膏用完不關起來、馬桶蓋不

是不是有哪裡不太一樣，雖然很大聲的說話，

先生：
「為什麼說話可以這麼沒有邏輯，

第二步，看看自己與對方的表情及肢體語言，
但是不是同時眼角也含淚，人的表情是細微的，
惟有仔細，才能分辨出不同。

❸ 聽：聆聽彼此的真實的感受

第三步，聆聽自己或對方心理真實的聲音，要
真正的感受的自己或他人的真實感受，是需要

大量的專注與專心的，所以花點時間專注，才
會看到真正的心理的聲音。

最後一步，勇敢的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其
實每一個人的心中對於我們所愛的人，無外乎

是重視、在乎、肯定、感恩與愛，但往往要真

實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是最困難的，但也是
最重要的，因為人生的時間不能重來，我們永
遠不能保證下一刻相聚的時刻在哪裡，所以給
自己一點勇氣吧！

放下來！講幾百次了！」

不要重複的一直念，可以嘛？」

這種對話，在多數夫妻、親子或家人關係之中，
一定都不陌生。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看似非常細

微的事情，可是當日子一久，日復一日的重複
時，就不是什麼小事情了。因為你會發現你越
在意的小事情，越容易無法容忍。其實那是因
為跟我們人與人之見的一種叫做「依附」的狀

態有關。最早的依附理論由心理學家提出約翰．
鮑比（John Bowlby）所提出，他認為人類於嬰

孩時有天生有尋求保護與歸屬的本能，且伴隨
著與照顧者互動過程中形成一套互動模式，並
且延續到未來的人際互動過程。因此我們幼時

與主要照顧者（大多是父母、也有可能是其他
親屬）之間的互動，會形塑我們的個別的依附
類型，而影響我們與他人的親密關係。

依附類型大致上分為三種，分別是「安全型依
附」「逃避型依附」「焦慮型依附」，安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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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指的是從小就由固定養育者細心照顧

❶ 給「逃避依附」者一不一要的建議

者的，同時，主要照顧者對嬰孩的需求是敏感

真心話

時，且嬰孩在有需要時，是能夠找到主要照顧
與不放棄的。而「逃避型依附」是對他人都難
以建立親密的依附關係。遇到外界壓力事件，
會以逃避感覺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因此與他
人情感上很難有深入的連結。所以當與他人衝

突時，散發出來的樣子與行為，可能會有講道
理、打岔搞笑、假裝沒事、離開現場及逃走的
反應。最後一種「焦慮型依附」，和逃避型依

附的行為模式正好相反，當衝突或壓力來臨時，
這一型的人，會過度尋求親密連結的動作，希
望對方可以一直要有回應，不斷地索求與確認

被愛的證據，無法獨立與自處，所以當有互動
衝突時，散發出來的樣子與行為，可能會有暴
躁動怒、批判、指責、挑剔或要求對方一定要
把事情或化講清楚等。

而人類有趣的是，往往大部分的關係組合都是
「逃避型依附」vs「焦慮型依附」，當衝突來

臨時，逃避型的人就會覺得想要冷靜一下或是
講道理的方式，而焦慮型的人就會覺得話要講

清楚，有些事情沒有道理可言，是感受的問題，
兩個人碰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形成一種莫名的惡

性循環，就像曾經有對夫妻來到了晤談室，為
了馬桶的蓋子而激烈衝突，對這太太說每次只
要衝突來時，總覺得不懂為什麼先生要搬出一

堆跟細菌有關的大道理，自己只想讓先生知道，
自己不喜歡那樣擺放，因此先生越沒有回應自

己，越感到自己不被在乎；但對先生來說，總
覺得為什麼每次自己說了一那麼多好的想法，

不要妄想你已經表達的夠清楚，要學習冒險說
逃避依附者往往都以為自己把話講的夠清楚

了，但其實不然，因為逃避依附的人就是習慣
把感覺想法簡化或是不去看不去想，有時候連
自己也不知道原來自己其實把某些感覺想法給

藏起來了，所以釐清與探索自己真正的感受，
並且勇敢冒險表達，是逃避依附者可以讓關係
改變的一大關鍵！

❷ 給「焦慮依附」者一不一要的建議
不要妄想話會越講越明，要學習軟化

焦慮依附者往往習慣一股腦的會想把事情講清

楚講明白，甚至在這過程當中，覺得講的不夠，
會覺得越講越明白，但往往適得其反，當以為
越講越明時，語氣的急促或沒有片刻的暫停，
可能在對方眼裡耳裡聽到的是逼迫與批判，所

以學習調整放慢態度，是焦慮依附者的一大步，
也是讓關係緩衝的關鍵點！

有人說人生短短幾十年，就如同登山，人與人
的相處關係，就如登山道路上的石頭，處理得
好，石頭自然而然地就會滾到一邊去，處理得

不好，這塊石頭將會把我們絆倒，讓人生停擺，
甚至讓彼此受苦。所以要怎麼把關係好好的處

理，其實是需要練習與經營的，就讓我們愛在
第二回合，給給對方修補的機會，給給自己修
正的機會！

但對太太總是不買帳，甚至不想聽下去，自己
總有一種被太太嫌棄的感覺，兩個人的互動總

好像鬼打牆一樣，甚至像一個惡性循環般，不
斷的重複，其實是因為彼此的依附不同而展現
出來的行為不同而產生的誤會。所以要打破關

係的惡性循環，除了我們上述說，探索情緒停

看聽，也要給「逃避型依附」與「焦慮型依附」
不同的建議。

● 補充資料

1. 臺北市長照服務專線：1966 或 (02)2537-1099

2. 兒 童 臨 時 托 育 服 務 聯 絡 電 話：1999( 外 縣 市 02-27208889) 轉 分 機
1622~1625

3. 工作生活平衡方案 ( 含母性保護友善措施 / 家庭照顧 / 親子交流 / 彈
性工作安排等 )。參考網址：https://wlb.mol.gov.tw/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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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母性保護企業分享─以全聯為例
孕產期婦女的心理變化

全聯實業有限公司醫護總監

懷孕是一件喜事，是每個女性一生中最奇妙的

於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所

感、情緒複雜多變期，要經歷是否為預期中的

指導、風險分級管理、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

一件事，除了快樂與期待之外，過程是一個情
懷孕、自身角色的轉變、各種生理的適應變化、
配偶及家人的支持度、承受社會、家庭的經濟
情況、以及矛盾和壓力等各種心理問題，皆會
為準媽媽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和焦慮，是媽媽

一生中，極其辛苦又煎熬的一段歷程。最新調
查顯示，孕婦妊娠期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率相

當高，64% 的孕婦在圍生期存在心理健康問題，
明顯影響分娩及母嬰健康。

懷孕到生產是連續性的過程，必須經歷許多的

身心考驗，特別是較不外顯的心理社會之適應。
從開始懷孕先是賀爾蒙的變化對身體造成多方

面的影響、面對許多未知的事情，女性成熟度
和對生產的身體、心理準備度，這些心理變化
將影響孕婦的身心健康和產後健康，同時直接
關係到胎兒的生長發育，也是產後憂鬱開始累

積的重要危險因子之一。然而，過程中有配偶、
家人及同事的支持與陪伴，將有效減緩過程中
的不適與不安以及心理變化，好心情也是最好
的胎教。

現代心理學認為，懷孕期間心境平和、情緒穩

定、胎動將平和而規律，孕早期是胎兒神經系統
及重要器官分化、發育的黃金時期，此期孕婦的

健康心理與胎兒的神經系統的健康發育密切相
關。而積極的情緒可以增加血液中有利於健康
的化學物質，並可以積極的心理狀態來迎接新
生命的誕生，這對胎兒的心理健康也十分重要。
因此，關注孕產婦的心理健康是不容忽視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雇主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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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緥容

採取之措施，包括危害評估與控制、醫師面談
關措施。

在全聯企業裡，如何讓工作、生活平衡，我們
除了落實以上法規保護外，我們也因都經歷過
新手媽媽的職涯生活而感同身受，因此更加溫

用實際行動將「愛」展現出來，期望每一位職
場媽媽感受孕產期過程是備受呵護、沒壓力、
心境放鬆的優質環境。

有您有我—助您好孕 職場媽媽加溫、加油站

不論是否曾生育過，總有耳聞「從懷孕到生產
的過程是令人雀躍又擔憂」，為了讓我們的準
媽咪們能安心迎接上天賜予的寶貝，我們細膩
且貼心作好一系列的準備 ..

[

C
Practical work

批發及零售業員工
協助方案實務運用

企業董事長給準媽咪的一封祝福信
全聯鴻運精緻媽媽包系列

助您好孕 - 職場孕產期注意事項
( 包含個人及門市版 )
孕期營養金 3,000 元

優渥的生育補助金 50,000 元
( 男女皆可 )

超有感的產假 3 個月

專屬護理師孕產婦職場關懷
溫馨哺集乳室

EAP

]

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如何覺察員工有心理困擾
並提供協助與轉介
心理困擾 / 疾病的認識

金鐘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讓全台關心起
「應思聰們」，更凸顯精神疾病患者的照護及
家屬的壓力問題。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是

一個很廣義的詞，不是只有醫學定義裡的精神
病、憂鬱症、雙相情緒障礙症等才是 mental
illness（精神疾病），只要覺得不爽快、情緒

壓力、精神耗損，都是 mental health 的一部

分。「身體的不舒適感，長期睡眠品質不佳」
到底算不算是心理疾病 ? 專家說「身心症」並

不完全就是「心理疾病」，是一種壓力下的身
體反應 , 主要表現是以身體症狀，如個人原先

就有生理疾病，而當面臨生活壓力時，難免引
發錯綜複雜的情緒變化，且間接惡化了既有疾
病的症狀。

在壓力下很可能身陷情緒困擾的風暴。在風暴
之中 , 我們可能會感到緊張不安、煩躁易怒、

又或憂鬱難過 ; 工作效率變得低落 , 甚至出現
明顯的拖延情形 , 並伴隨著自我懷疑的念頭 ; 睡

涂喜敏

「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
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心理疾病的標準與社會、環境及文化變遷息息

覺察與陪伴技巧及轉介
如何察覺

相關，身體疾病與心理疾病兩者最大的不同，

在我們關心他人的過程中，常常遇到對方有情

閉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強迫症、廣泛焦慮

狀況時，卻不知他們困擾的程度，如何察覺與

在於沒有一定的標準。常見的心理疾病，如自
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失眠症、暴食症、

老年失智症等。主要是一組以表現在行為、心
理活動上的紊亂為主的神經系統疾病。目前研
究所得到的結果認為主要是由於家庭、社會環

境等外在原因，和個人自身的生理遺傳因素、
神經生化因素等內在原因相互作用所導致的心

理活動、行為、及其神經系統功能紊亂為主要
特徵的病症。( 維基百科 )

緒的困擾，當發現出現一些與平常不太一樣的
「平常」不同 ? 建議從外顯性行為問題辨識及

內隱性行為問題辨識：「靜靜地、沒有外顯行
為跡象者」這種內向型（inward）也是高危險

❷ 情緒症狀

不想與人接近有疏離感、如果遇到自己無法勝

任的事情，容易有失控感失去信心。容易激動

憤怒、容易緊張、有失落感、情緒冷漠與平淡、
莫名出現焦慮感或是害怕恐懼等。

❸ 認知症狀

經常做出錯誤決定、記憶力變差、對未來感到
悲觀、過度自責與罪惡感、對生活感到無能為
力等。

群，先由生理、情緒、認知及行為四方面觀察

❹ 行為症狀

象出現頻率很高且維持一段時間，則建議運用

不集中、喝酒或抽菸的量增加、易與人起衝突、

或運用簡單的檢測量表協助評量，但若這些現
專業資源或協助當事人就醫。

❶ 生理症狀

消化系統出問題，例如胃潰瘍、皮膚出現過敏
反應或異常狀況。非生理因素引起的頭痛且頻

率與強度增加、睡眠習慣改變（失眠或嗜睡、
惡夢）、心跳加快、頭昏、呼吸困難、胃口改
變等。

身體很難放鬆、坐不住或愛唸東唸西、注意力
對聲音光線過度敏感、人際關係或親密關係變
的退縮不想與人互動。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時鼓勵企業運用內部相關人

事及福利措施進行員工關懷，如以透過健康檢
查看數據資料去做比對、看歷年資料或觀察請

假狀況、公傷史等持續做觀察。新人面談、新

人關懷、適應問題、職場相處問題早期發現問
題、或辦理需要主管、人資敏感度訓練等措施
來防範未然也能早期發現問題。

眠、飲食都可能受到影響 , 也有可能因此而不

想跟他人接觸。而長期處於情緒困擾的狀態中 ,

可能會發展成情緒疾患。情緒困擾的最大特徵
就是容易過度關注在自己現有的想法裡面 , 並

不斷地在這些想法中轉圈 , 就像是以管窺天般 ,

就算知道事情有其他的可能跟解決之道 , 也不
太容易轉換念頭或換個策略。而長期處於情緒
困擾的狀態中 , 可能會發展成情緒疾患 , 或者個

人本身並無任何器質性疾病，但卻有胃脹、胸

悶、疼痛、心悸等問題。根據研究發現背後隱
藏有憂鬱症、慮病症者約佔 7-8 成。然而「心

理困擾」是一種影響情緒呈現負向狀態的泛稱，
嚴重到一個標準以上就稱為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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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 (EAP)

如何陪伴與關心

社會資源及如何轉介

就以憂鬱為例：痛失親人的時候，多數人會出現憂鬱的「現象」但這是正常的，跟心理障礙與精神

主動的關懷、溫暖的陪伴、勇敢的求助、適時的轉介為重要四步驟，面對當事人最重要的是給予陪

會慢慢消失，生活會慢慢恢復正常，但相對沒有復原而是憂鬱情形繼續持續，那麼就變成了一種持

引導他多表達內心的感受，以聆聽為主的方式，不以教導與建議為導向，進一步協助他們維持或恢

疾病不一定產生有關連。因為這是多數人會有的反應，經過幾個月以後，大部分的人這種悲痛感就

續的「症狀」。但也有人如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就莫名其妙嚴重憂鬱，如喪考妣，這時候，這樣
的「憂鬱情緒」就不只是現象而是一種「憂鬱症」。

伴與支持，陪伴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接納當事人的情緒，讓他感受到你會陪在身邊給予支持與傾聽，
復日常生活的規律性。

而員工得了憂鬱他在擔心甚麼 ? 該告知公司嗎？擔心自己的飯碗因此不保？隱瞞不說，又怕出了狀

況才說，為時已晚？應該如何說，才能保障自己的工作權益，又不會對單位造成衝擊？因此建立正
確認知態度是關鍵，同時支持、反應、協助就醫才能減少職場危機的發生。

轉介時不要說 !!
你自己有問題，是你不對

面對憂鬱的人你可以說的 !!

你要去看醫生

我很希望可以幫助你？

你老是跟人吵起來你要去學學人際溝通

或許我沒有辦法完全瞭解你的感受但是我很在乎你！

你生病了，你要去看心理醫師

你不會孤單面對！我們一起。

我在乎你且覺得你心情很不好！

如果你需要一個朋友的話 ，我在這裡！

換個方式試試這樣說 !!

面對憂鬱的人避免說的 !!
為什麼？

你已經擁有很多東西為什麼你還不快樂？

應該與不應該？
不要！
不能！

你應該想好的一面事情總會過去的！

你就不要再想了，想也沒有用！

你難道不能不要一直想這件事情？

敷衍或漠不關心！

評價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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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確定是誰的問題，但我確定你也不想這樣下去

要不要找專業的聊一聊，看怎樣避免被人影 響自己
我覺得找人討論一下如何讓自己心情稍微好一點

你應該不是真的想傷害自己，你是希望跳過現在的困難，

找你放心、專業的人談一談

不是你有問題，而是多找些不同方法來處理

沒這樣嚴重吧？你可不可以振作一點！

你需要多運動或出去曬太陽就不會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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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諮商 ( 諮詢 ) 或輔導
心理諮商 ( 諮詢 ) 或輔導是甚麼？有人說不就是花錢聊聊天嗎？為何需要費用 ? 多少的費用是合理 ?

HR 及健康服務人員的重要性

張純吉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甚且懷疑跟人談一談或作些測驗或其他輔助活動真的有用嗎？很多人對心理諮商的印象，多認為有
問題的人才需要心理諮商。其實任何一個想要自我瞭解、對自己或生活有所疑惑、遇到困擾的人都

可以利用這項資源來幫助個人，其實心理諮商 ( 諮詢 ) 是一種有目的的談話，因為這類的談話是一種
有計畫、有重點、有保密的談話，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與需要，討論對自己重要的議題；而專

業心理人員會從旁協助個人看清問題，運用一些治療方法陪伴個人調整改善困擾，在安全及信任的
情境下不必擔心自己隱私曝光，或被標籤覺得自己有問題，這種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的人際關係，這
樣的談話也與一般的聊天有所差異。

在轉介至專業單位或醫療單位時，必須能夠追蹤並掌握當事人接受服務或用藥的情況，持續關心陪
伴才能確保轉介的有效性。

其他社會資源
0800-63-63-63
(113) 0800-024-995
0800-013-999
1980
0800-001-769
0800-257-085
0800-870-870
0800-005-107
0800-088-885
1995
0800-788-995
0800-22-8585
0800-507-272
02-2715-1970
4128185
02-2311-8585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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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張老師」依舊幫您輔導專線
踹貢少年專線

全國未婚懷孕諮詢專線
孕產婦免付費關懷專線
更年期諮詢專線

外籍配偶諮詢專線
生命線專線
安心專線

老朋友專線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台北市男士成長暨家庭服務中心 ( 城男舊事心驛站 )
家庭教育服務專線

法鼓山人基會生命關懷專線
長照服務專線

台灣企業過去比較少關注員工的心理健康，這

十幾年來 EAP 的觀念逐漸流行，部分企業開始
意識到照顧員工心理健康是勞資雙贏的做法；
目前這類工作多由 HR 部門的健康管理師或護

理師負責，然而就筆者對於台灣現況的瞭解，
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雖然國外相關研究都證實照顧員工心理健康，
對於企業而言是絕佳的投資，但台灣多數企業
並不重視這個部分，所以健康服務單位通常都
面臨「少人、缺錢」的窘境。

舉例而言，一家有上萬名員工的企業，可能只
有不到十名健康服務人員的編制，平均每個人
要服務上千名員工，而且通常還是以生理健康

為主，心理健康往往只是聊備一格。而這些人
員多半以護理背景為主，較欠缺心理專業的訓

練，所以在安排教育訓練、篩選心理問題、或
是轉介專業諮詢上，偶會有力不從心的狀況。

另外，心理健康服務表面上沒有為企業帶來任

何利益或產出，因此通常不被高層重視，所以

能分配到的經費相對偏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沒有足夠的預算，就難找到夠專業的工作人員，
請不起優秀的講師或諮詢師，也沒辦法培訓志
工做為發現員工問題的把關者。

缺乏人力與經費，導致服務成效低落，企業看
不到成效，就更不支持這樣的服務，長久下來
的惡性循環，讓企業的心理健康服務無法順利

推展。另外一個更常出現的狀況，就是當企業
內部發生自我傷害或不法侵害的事件時，這些
人員常常成為眾矢之的，認為是他們工作不力

的結果；但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努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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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該企業發生這類事件的比例會更高，但高層
往往無法理解這個現象。

企業若想提高心理健康服務的品質，首先是高
層需要有正確的認知，瞭解 EAP 不是給員工的

福利，而是對員工的投資；當員工個人問題減
少，工作效率自然提高，對企業與員工都是雙
贏。當高層認知到 EAP 的重要性，才會願意投
注更多的人力與經費在相關的健康部門。

當健康部門的資源更充沛後，便能夠招募更多
護理與心理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員，同時照顧員

工的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如果企業規模夠大，
也可以考慮成立各單位的心理志工系統，台灣
目前有幾家大型的國營事業與私人企業都有類

似的做法；經過專業培訓後的志工，可以擔任

所以 EAP 絕對不是嚴重問題的個案才需要，基
本上想要讓自己生活過得更好的員工，都可以
使用這類服務；而且一般民間的自費心理諮商
都不便宜，但企業本身提供的 EAP 通常都是免

費的，所以員工應該多多利用，當作這是企業
所給的另類福利。

企業要做好 EAP，最重要的就是認知這項工作

的重要性，提供足夠的人力與經費，招募夠專
業的工作人員，聘請優秀的講師與諮詢師，或

是與知名的 EAP 顧問公司合作。如果可以的話，
也應該多辦理主管與員工的相關訓練，讓每個
人都成為企業心理健康的把關者，當大家的心

理健康都提升時，企業自然可以提升整體績效，
成為真正的幸福企業。

企業內部發現員工問題的第一線把關者，也能
做初步的關懷與評估，有助於後續轉介更專業
的內部或外部 EAP 的諮詢。

企業的健康部門在提升心理健康這部分，最佳
做法是規劃完整的三級預防工作。一級預防是
定期辦理所有主管與員工的基本心理健康講

座，包括情緒管理、壓力調適、人際溝通、優

[

D
Appendix

附錄

]
WO

質睡眠等等，讓員工從根本上不易出現嚴重心

理問題。二級預防則可利用心理問卷，篩選出
心理健康欠佳的員工，由健康服務人員或志工

主動關懷，並評估是否需要更專業的介入。三
級預防是找出需要協助的員工，轉介或提供專

ORT

業的心理諮詢，改善其心理健康。

在進行三級預防時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提升

員工使用 EAP 服務的意願。台灣過去對於輔導

或諮詢，都有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總認為只有
自我傷害或是精神疾病的人才需要這些服務。

筆者這幾年在企業演講時，都會推廣一個很重

要的觀念：所謂心理輔導或諮詢的目的，就是
「有病治病，沒病強身，好還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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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常用量表

臺北市心理衛生資源地圖

量表名稱

連結

簡式健康量表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Questionnaire.aspx?n=6
3A1EE9CA9C21346&sms=E7231AA466F59362

簡式健康表 (BSRS-5)
親愛的朋友：

在忙碌的生活中，身心難免會承受許多壓力；此份量表可以幫助您更瞭解自己的身心適應
狀況，及做為尋求心理衛生協助的參考。

簡式健康表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BSRS-5)，主要是作為協助個人了解心理困擾程

台灣工作者疲勞量表 個人相關過勞分量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Questionnaire.aspx?n=B
424DBB03F100F92&sms=A094E5C8B03E27A4

台灣人憂鬱量表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Questionnaire.aspx?n=6
5341349D97CBA03&sms=D2B8D4FEE2CF91C4

過勞量表

QR code

https://icare.osha.gov.tw/evaluation/personal_Q2.aspx

度的量表，並不作為診斷之用。本量表共包含 5 個題目，分別測量「焦慮」、「憤怒」、

「憂鬱」、「不如人」與「失眠」等個人主觀感覺之心理困擾的嚴重度。每個題目的評分，
依程度從 0 分到 4 分，「0」表示：完全沒有、「1」表示：輕微、「2」表示：中等程度、
「3」表示：厲害、「4」表示：非常厲害。

請您仔細回想在最近一星期中 ( 包括今天 )，這些問題使您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度，然後圈
選一個您認為最能代表您感覺的答案（例如：您選擇 3，請在 3 上面圈選為③ )。
身心適應狀況：

1. 感覺緊張不安 ……………………………

簡易工作壓力量表

勞工職業壓力量表

https://meeting.ilosh.gov.tw/overwork/pTest/pTest.aspx

0

2.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		0

輕微

中等程度

厲害

非常厲害

1

2

3

4

1

2

3

4

3.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

0

1

2

3

4

5.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4. 覺得比不上別人 …………………………
https://wlb.mol.gov.tw/page/Content.aspx?id=295

完全沒有

6. 有自殺的想法 ……………………………
合計：

分（1-5 題） 第 6 題 ___ 分

計分結果與解釋如下：

【第 1-5 題總分小於 6 分且第 6 題小於 2 分】

ok ！您的身心健康狀況不錯，請繼續維持，並多與他人分享您處理壓力的心得！

【第 1-5 題總分 6 － 9 分且第 6 題小於 2 分】

請注意：您可能要注意自己的情緒狀況，盡量放鬆心情。

【第 1-5 題總分 10 － 14 分或第 6 題為 2 分】

您目前的狀況可能有情緒困擾，建議您找心理專業人員談一談

【第 1-15 題總分 15 分以上或第 6 題 3 分以上】

您的身心健康狀況可能需要醫療專業的協助，請找專業醫師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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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於前頁簡式健康量表(BSRS-5)第1-5題總分10分以上或第6題為2分以上，歡迎參考下表資源，或
至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站(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查詢
類別

連結

心理衛生資源地圖
(google map 版 )

https://www.google.com/maps/d/u/1/edit?mid=1dohqRC3E

臺北市社區
心理諮商門診服務
社福 / 教育機構
附設心理諮商服務

心理治療 ( 諮商 ) 所

精神醫療院所

QVqHpBfCLgT5dNm1tLpdNlor&ll=25.064677883920787%2C
121.54269769999996&z=12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cp.aspx?n=8C6AC26A640E7DE1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
CF9E93BF31CBF85&sms=A0080FF4B5F852BA&s=6659BE8
C4BB5735B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

78394AFD574680C&sms=7C48211BBBD1AB7D&s=ECE4E45
E1D0B3723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5

40489AA805221FC&sms=4ACB1B562F7FF9D2&s=7111356B
7784469B

QR code

相關法規
量表名稱

連結

職業安全衛生法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aspx?id=FL015013

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行細則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性別工作平等法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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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

aspx?id=FL015014

aspx?id=FL015034

aspx?id=FL015022

aspx?id=FL015149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
aspx?id=FL0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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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站連結
網站名稱 / 連結
臺北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

● 臺北市心理衛生資源

● 心理評量檢測

● 自殺防治宣導

● 量表檢測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 勞動案件申請

● 法規查詢

(https://bola.gov.taipei)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 長照 2.0 服務區

(https://health.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4406ED28437FBC4E)

臺北育兒網

(https://kids.taipei/)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心理健康促進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lp-3560-107.html)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工心理健康專區
(https://www.ilosh.gov.tw/menu/1188/1192)

QR Code

● 心理健康促進講座及活動資訊

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https://tspc-health.gov.taipei)

● 守門人教育訓練及活動資訊

● 附屬機關網站連結

● 長照服務內容及申請規定
● 失智症照顧

● 如何申請外籍看護工

● 照顧服務員及家庭照顧者服務

● 居家式托育人員
● 相關宣導手冊

● 托育機構及育兒資源

● 心理健康促進文宣

● 自殺防治文宣

● 勞工心理健康新知

● 職場健康促進手冊

● 量表檢測

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網

● 工作生活平衡方案相關資訊

● 專題文章

勞動部就業平等網

● 職場平權相關活動及研討會

● 性別工作平等相關法規

(https://wlb.mol.gov.tw/Page/index.aspx)

● 法令規範

(http://eeweb.mol.gov.tw/)

● 防制就業歧視相關法規

勞動部勞工福利資訊網

● 職工福利相關福利資源

(https://wfs.mol.gov.tw)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
(https://ohsip.osha.gov.tw)

衛生福利部 - 諮詢服務專線相關資源
(https://1957.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健康職場資訊網
(https://health.hpa.gov.tw/hpa/info/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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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資源

● 相關法令

● 勞工健康宣導資訊
● 臨場輔導申請

● 設立職福會之管道及訊息

● 專家資料庫及線上專家諮詢

● 依縣市別及福利項目提供查詢
● 提供衛生福利相關法規查詢

● 社會福利相關熱門問答

● 各類健康主題資訊

● 健康監測與統計資訊

● 健康促進推動方法

● 健康職場認證

● 健康促進法規

● 職場健康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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